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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法律解釋方法研究 

以立法目的主義與文本主義之爭論為中心 

中文摘要 

本論文對當代美國的法律解釋發展做初步的探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近 30

年來有意識地使用二種法律解釋方法來確認具歧義的法律條文的文義。第一種方

法是立法目的主義，它主張法院可以使用各種立法史資料來探究立法者的原意與

立法目的，以確認法律的本義。第二種方法是強硬文本主義，它主張法院只能通

過法律制定當時的公民對法律的通常理解來發現法律的一般與客觀意義。在過去

三十年，當處理不明確法律意義的問題時，這二種方法支配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的法律解釋論證。 

由這二種方法所引發的論爭不僅涉及法律解釋，還涉及立法學與權力分立，

這是為什麼它們會成為過去 30 年間美國法學者間持續爭論不休的議題的原因。

我在這篇論文將展示這段論爭，也就是關於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發展史中的法律

解釋的種種爭論，以及它們與立法學和權力分立問題的關聯。本論文使用二種分

析方法來釐清以上立法目的主義與文本主義的論爭，它們是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

發展史分析以及法律解釋概念發展史分析。此外我在分析過程中還加入了當代最

具爭議的 Chevron U.S.A., Inc. v. NRDC 案，使我的論證能夠將立法目的主義與文

本主義的不同特性放大，並因而能清楚揭示它們之間的關聯。 

在本論文第一章，我將提出二個案例，以說明立法目的主義與文本主義對於

法律解釋如此重要的理由。在第二章，我介紹 1980 年代的制定法解釋發展史。

我在第三章說明 Chevron 案，以及圍繞著 Chevron 案進行的法律解釋論爭。在第

四章，我根據先前的分析成果對法律當代法律解釋論爭提出批判。而在作為結論

的第五章，我指出強硬文本主義和強硬立法目的主義無法自足地解釋不明確法律，

而對於這二個基礎主義法學，我們都應該謹慎看待，不要懷著不切實際的信心。 

 

關鍵字：文本主義、立法目的主義、法律解釋、基礎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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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quiry into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in United States 

Focusing on Purposivism and Textualism 

 

Abstruct 

 

The thesis provides a preliminary inquiry for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in modern 

America. In recent decades in America,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SCOTUS) 

intentionally used two types of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to ascertain the meaning of the 

ambiguous text of a law. The first is moderate purposivism, which contends that the 

court could use several materials of legislative history to confine the intent or purpose 

of the legislature so as to ascertain the appropriate meaning of a law. The second is 

textualism, which argues that the court could only find the ordinary and legitimate 

meaning of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itizens when the law enacted. These two 

approaches have dominated the arguments of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t SCOTUS when 

she dealt with the cases which involved law with ambiguous text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The debates caused by these two approaches are not only o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but also legislation and separation of powers.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y 

became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s among the legal scholars of American for recently 

30 years. In this thesis, I will present the debates of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t SCOTUS, 

and their connections with problems of legislation and separation of powers. The thesis 

uses two analytic approaches to clarify the debates of purposivism and textualism. 

These two approaches are the history of related decisions at SCOTUS and history of 

concepts of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In addition, I add the most controversial case 

Chevron U.S.A., Inc. v. NRDC around the 1990s into the last analysis. Through Chevron, 

the thesis could amplify the different characters of purposivism and textualis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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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ce to disclosure the correlations among them. 

Chapter I proposes two examples in Taiwan to explain why purposivism and 

textualism are so important to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Chapter II mentions the history 

of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t the 1980s. Chapter III resorts to Chevron and the debates 

about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encompass Chevron. Chapter IV offers some critical 

comments on above achievements of analysis. In the conclusion, I argue the hard 

textualism and purposivism are not self-sufficient to interpret the ambiguous text of a 

law, and we must carefully consider any version of foundationalism and its impacts. 

 

 

 

 

 

 

 

 

 

 

 

 

Keywords: Purposivism, Textualism,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Fou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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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問題意識：不明確法律概念與法律解釋 

一般情況下，在理解或解釋法律條文的意義時，法律的「文義」（literal meaning, 

textual meaning, language）本身提供了足夠的線索。如中華民國憲法第九條：「人

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僅憑「人民」、「現役軍人」、「不受軍事

審判」、「除…以外」等詞，就足以顯示此條文說明中華民國人民的一個特性或

中華民國軍事審判的一個限制：「若人民犯罪時是沒有服兵役的，則該犯罪不可

受到軍事審判」。但在某些情形下，文義並不提供充足的線索。 

在理解或解釋法律時，文義不足以提供充足的理解線索可能出於幾種情形，

首先，關鍵字詞本身不明確（indeterminate），且因時代變遷而有不同意義

（ambiguous），如民法第一一七四條的「知悉其得繼承」；又如，關鍵字詞本身

非常概括（generalized），可同時涵蓋規範效果差異非常大的解釋，如刑法第二

二一條的「違反其意願」。 

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法律條文的特定用詞過於概括或具有歧義導致法律文義

不明確時，可能的解釋將不止一種。在這些情形中，僅根據文義難以判斷應以哪

個解釋為準，而必須透過其他資源，如立法史資料、該條文於所屬法典的結構、

具類似規範效果的條文等，來釐清或限定不明確的文義。以下謹以上述二個例子

進一步說明，第一個例子是拋棄繼承的要件「知悉其得繼承」，第二個例子是妨

害性自主的要件「違反其意願」。 

 

（一）不明確法律概念一「知悉其得繼承」 

在中華民國將繼承修改為全面限定繼承前，民法規定財產繼承人可以選擇拋

棄其所繼承的財產。但此一拋棄必須滿足二個要件，第一一七四條第二項規定：

「前項拋棄，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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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條文的「知悉其得繼承之時」雖然可以理解為「繼承人知道他繼承了被繼承人

的財產」，但只要細想就會發現，它可以有幾種不同解釋。1 

民法於 1930 年頒佈時，文化上的家族制度仍然存在，家族繼承人繼承家族

產業與祭祀任務的宗祧制度仍是家族制度的重心。故家長過世時，繼承人必然在

事實上、規範上知道自己因家長的過世而繼承了家族產業。因此，對當時的人而

言，「知悉其得繼承之時」就是指「家族繼承人知道家族被繼承人死亡之時」。

而後，當繼承的規範基礎已不僅僅建立在文化上的宗祧制度，還建立在民法法典

上，且繼承人的種類、順位都與以往不同時，「知悉其得繼承之時」可以指「繼

承人知道被繼承人死亡，且知道自己依法律規定成為繼承人」。時點再往後推移，

當傳統家族與宗祧制度在文化意義與事實上都式微，且財產個人化的風氣充斥在

社會上與法律制度中時，「知悉其得繼承之時」又可以指「繼承人知道被繼承人

死亡，且知道有財產存在，且知道自己依法律規定成為繼承人。」 

以上「知悉其得繼承之時」的三種解釋在理論與實務的發展上成為三種主張：

「死亡覺知說」、「繼承人自覺說」、「遺產認識說」。試問，若在 2000 年時

問「知悉其得繼承之時指哪個時間點」，應採取哪種解釋？國會在 2007 年曾試

圖修法使解釋合於現實且不致產生爭議。在委員會中通過法務部代表和立法委員

的討論，以上問題獲得了相當大的釐清。從當時討論來看，「遺產認識說」才是

較為適當的解釋方式（雖然在實務上與學說上都非通說）。 

以下我將說明拋棄繼承概念及其解釋爭議發展，最後我指出，有些時候，制

定法律的國會針對系爭法律的討論能在法律文字有歧義時給予解釋上的指引。 

 

1. 知悉其得繼承之學說發展 

由我國民法第一一七四條第一項規定「繼承人得拋棄繼承權」可知，我國民

法繼承篇賦予繼承人自由選擇繼承與否之權利。但繼承人並不能無限制地行使此

                                                      
1    以下學說分類和判決出自吳佩君，〈有關拋棄繼承期間之實務探討〉，《銘傳大學法學論

叢》，第 9 期，頁 55-84，2008 年，但重新改寫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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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同條第二項即規定行使拋棄繼承權之生效與消滅時間，第三項則規定行使

拋棄繼承權之方式。 

然而，第一一七四條第二項卻使用了不明確的概括性文字：「前項拋棄，應

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問題是，所謂「知悉其

得繼承之時」所指的究竟是什麼？一方面父債子還這類在先人過世後代替先人、

作為先人承繼者而償債的觀念還存在在人民心中；另方面民法積極保障人民有形

與無形財產權的概念也逐漸教化著人民。那麼，「知悉其得繼承」究竟指的是「知

道自己是先人的繼承人」，抑或「知道自己繼承了先人的遺產」？民法繼承篇並

沒有告訴我們答案，因此知悉其得繼承成為一個概括性的、不明確的法律概念。 

由於日本繼承法之規定與我國規定相仿，其繼承法第九一五條至九一七條規

定：「『繼承人得自知悉自己繼承開始之時』起三個月內選擇拋棄或限定繼承，

故國內學者多援引日本學界與實務上解釋來補充說明我國拋棄繼承權行使法定

期間之意涵。按日本所謂「繼承人得自知悉自己繼承開始之時」之解釋，在學說

與實務之發展上計有三種觀點，1.死亡覺知說、2.繼承人自覺說、3.遺產認識說。

以下分別說明其定義。 

● 死亡覺知說：繼承人知悉被繼承人死亡之時。 

● 繼承人自覺說（遺產認識否定說）：繼承人除須知悉繼承開始之原因事

實外，並須覺知自己依法成為繼承人之時。 

● 遺產認識（肯定）說：繼承人除須知悉繼承開始之原因事實外，並須覺

知自己依法成為繼承人，且須認識到全部或部分遺產存在之時。 

● （繼承人自覺與遺產認識）折衷說：原則採繼承人自覺說，但當繼承人

有相當理由相信被繼承人全無繼承財產時，採遺產認識說。 

以上不同主張所包含的要件包括：(1)知悉被繼承人死亡；(2)知悉自己依法

成為繼承人；(3)知悉自己自被繼承人處繼承遺產。「死亡覺知說」只需要滿足要

件(1)，「繼承人自覺說」需要滿足要件(1)與(2)，「遺產認識說」則需要同時滿

足 3 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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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悉其得繼承之判決發展 

我國學說與實務見解大致上依循日本的解釋方式，但以「繼承人自覺說」或

「遺產認識否定說」為「通說」。然而從判決的發展來看，則可發現我國法院在

拋棄繼承之解釋上並未採取一致的觀點，甚至直到現在，各地方法院網頁上仍告

訴民眾我國民法對拋棄繼承採「死亡覺知說」。以下分別介紹之。 

案例一（採死亡覺知說） 

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條之規定，拋棄繼承之二個月期間應自繼

承人知悉其得繼承之時即知悉被繼承人死亡之時起算，而非以繼承

人知悉被繼承人之財產為準，是抗告人所辯其回國奔喪時不知其父

之財產，縱然屬實，抗告人之聲明拋棄繼承，仍為逾期，其抗告自

無理由，應予駁回。2（用以強調之底線為筆者所加） 

此號裁定非常明確地表示「死亡覺知說」為民法第一一七四條第二項「知悉

其得繼承」的正確解釋觀點，而抗告人主張之「遺產認識說」是錯誤的解釋觀點。 

案例二 （採繼承人自覺說） 

所謂「知悉其得繼承之時」之認定，雖我國民法並未對之為定義，

惟解釋上宜認指繼承人知悉繼承開始之原因事實（即被繼承人之死

亡），且因而覺知自己為法律上之繼承人時；易言之…二個月之期

間，即由此時起算（即採民法學說上之自覺繼承人說）。 

…再徵諸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條第二項所謂知悉得繼承，係指知

悉得為繼承人者而言，至於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為何，如遺產、

債務等，其繼承人是否知悉，要與知悉得繼承與否無涉以察。3（底

線為筆者所加） 

                                                      
2    請見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4 年家抗字第 8 號裁定。 
3    請見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93 年上字第 6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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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的裁判明白表示「知悉其得繼承」以「繼承人自覺說」為「適當解釋」，

而是否對被繼承人之積極與消極財產有所認識與「知悉其得繼承」之認定無關。 

案例三（採繼承人自覺說） 

…「繼承」實係含有法律意義之事實，故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條

第七項所謂「知悉其得繼承」，當係指次親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或

次順序繼承人確實知悉自己已成為繼承人，亦即除知悉繼承開始之

原因事實外，且認識其為法律上之繼承人而言… 

…若其僅知悉被繼承人死亡及其他繼承人拋棄繼承之事實，但由於

法律上之不知或事實上之誤認，而尚未知悉其依法已成為繼承人時，

仍難認其已「知悉得繼承」。4（底線為筆者所加） 

此號裁判除主張依民法第一一七四條第七項，次順序繼承人須適用繼承人自

覺說外，還有幾個值得注意之處。首先，其強調當存在「法律上之不知」或「事

實上之誤認」之個案事實時，無法確切肯定當事人已自覺得繼承。換言之，此號

裁判具體地闡釋了繼承人自覺說文義內涵之「主觀認知要件」。 

其次，針對次順序繼承人拋棄繼承問題的此號裁判，並未明確表示民法第一

一七六條第七項與第一一七四條第二項在次順序繼承人與先順序繼承人之知悉

其得繼承之文義上有不同解釋，反而不斷沿用並強調此兩項規定共同的「知悉其

得繼承」文字，因此，沒有好的或具決定性的理由認為此判決主張「知悉其得繼

承」在這兩項條文上有不同解釋。 

案例四（採死亡覺知說） 

…拋棄繼承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二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

之立法意旨，無非使繼承之法律關係藉短期除斥期間早臻確定，以

保護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並求慎重。因之繼承人是否「知悉得為繼

                                                      
4    請見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1 上字第 85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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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應依法律之規定以為解釋，即第一順位之繼承人應於知悉

被繼承死亡之事實起，已知悉得為繼承人， 

…，至於第二至第四順位之繼承人，應以受前順位之繼承人為拋棄

繼承權之通知時起，知悉得為繼承人，非依個別繼承人主觀上之認

知、或繼承人是否明確知悉法律有關繼承、代位繼承之相關規定而

定其「知悉得為繼承人」之時點，否則… 

…如個別繼承人均得主張以其主觀之認知認為無繼承權或不知法

律有關繼承、代位承繼之規定，而可任意延長二個月除斥期間之起

算點，實將使上開二個月除斥期間之規定成為具文，顯與其立法意

旨相悖…。5（底線為筆者所加） 

此裁判主張死亡覺知說，所不同者在於，此裁判強調拋棄繼承規定的立法意

旨要旨在於保障債權人，並否定「法律上不知」與「事實上誤認」等繼承人主觀

之法律與事實認知為拋棄繼承之要件。 

案例五（採繼承人自覺說） 

…所謂知悉得繼承，係指知悉繼承開始之原因事實（即被繼承人死

亡）發生，且知自己為法律上之繼承人之時言…又前所指知自己為

法律上繼承人者，係指該繼承人依客觀條件應知自己為繼承人之情

形言，亦即，衡諸常情，任何人在相同情況下，均應知自己為繼承

人… 

…民法親屬、繼承規定施行迄今已近六十年，且社會民智大開，子、

女及配偶具有繼承權早為社會大眾所熟知，是聲請人等一旦知悉被

繼承人死亡，即知悉其得繼承，尚未可以誤解法令或以為特定財產

非由渠等繼承為由，主張渠等二個月拋棄繼承期間應自其他期日起

                                                      
5    請見台南地方法院 94 年訴字第 25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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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否則，此二個月如可隨繼承人主觀認知任意推延，拋棄繼承期

間豈不如同虛設…。6（底線為筆者所加） 

此裁定雖然主張繼承人自覺說，但與前裁判大致採相同立場，即否定繼承人

主觀上之法律與遺產事實認知為拋棄繼承之要件。此裁定最值得注意的是引入了

「恆真客觀條件」（tautological-objective condition）。將此表式稱為「恆真客觀

條件」是因為此裁定一方面排除主觀認知能力；另方面主張「衡諸常情，任何人

在相同情況下，均應知自己為繼承人」，也就是對民法親屬與繼承規定的認識屬

於必然客觀存在的脈絡條件。換言之，在「恆真客觀條件」下，任何繼承人都無

例外地都知悉其得繼承。 

案例六（採遺產認識說） 

…高縣葉姓姊妹去年底，突然接獲負債 6 百多萬元通知，經查才知

其父生前繼承姑姑這筆債務，法官改採「認識遺產說」見解，以葉

姓姊妹獲悉時起算時效，裁定准予拋棄繼承，相當罕見。…葉姓姊

姊表示，父親是高縣路竹人，年輕時搬到高市工作後，少與姑姑聯

絡，不知姑姑欠債。葉姓姊姊感謝法官伸張正義。 

葉姓姊妹指出，去年 10 月間，突然接獲高雄地院執行命令，查扣她

們在郵局數百萬存款，經深入了解，才發現姑姑於 90 年 8 月間過

世後，她積欠銀行 6 百餘萬元債務，由不知情的父親繼承。93 年 12

月初，葉父往生時，表面上並未留下任何財產或債務，她們直到法

院通知後，獲悉父親繼承姑姑的債務，決定聲請拋棄繼承。 

法官楊智守調查，葉父和其妹死亡時，分住高縣和高市，其妹也未

曾與葉父家人同住，因此難認定葉姓父女知道她財務狀況。又查，

葉父生前也未受債權人催告或其他債務告知程序，甚難期待葉姓姊

妹在其父過世時，能就此調查並知悉，因此認為葉姓姊妹在獲悉債

務後 2 個月內，聲請拋棄繼承並未逾期。法官楊智守認為，工商社

                                                      
6    請見桃園地方法院 91 年繼字第 296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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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往來不如以往密切，又忌諱打探他人財產，繼承人通常僅能認知

被繼承人財產，但對於被繼承人再繼承其被繼承人的財產和生活經

驗，恐難知道，因此採用「認識遺產說」。7（底線為筆者所加） 

本案是第一個被報章雜誌報導採遺產認識說的裁定，其推論理由為，在傳統

家族式微的現代社會期待次順序繼承人知悉被繼承人之被繼承人的財務狀況不

切實際，因此在事實上難以知悉被繼承人實際上積極與消極財產的個案情形中認

定繼承人知悉得繼承是不合理的，故採遺產認識說才妥適。本案對認知遺產繼承

的主觀條件的強調，間接地反駁了前案的繼承關係恆真客觀條件。這是說，本案

認為，在某些情形下，即便當繼承人知悉被繼承人死亡的原因事實，繼承人也不

一定知悉其得繼承及拋棄繼承。換言之，拋棄繼承的「恆真客觀條件」並非毫無

例外地必然成立的拋棄繼承要件。 

接著讓我們分析上述案例並嘗試整理出不同見解與解釋觀點間的邏輯關聯。

上述案例所採見解可略整理如下， 

案例一：死亡覺知說 

案例二：繼承人自覺說（否定遺產認識說） 

案例三：繼承人自覺說（主張主觀認知） 

案例四：死亡覺知說（否定主觀認知） 

案例五：繼承人自覺說（否定主觀認知） 

案例六：遺產認識說 

在上述案例見解中，死亡覺知說與遺產認識說相對單純，較複雜的是繼承人

自覺說。在繼承人自覺說的案例中，有個知悉其得繼承的爭議要件被突顯出來，

即要件(2)：「知悉自己依法成為繼承人 」。案例三主張對要件(2)的知悉必須包

含繼承人「主觀上的法律認知」，但案例四與五則反對要件(2)包含主觀認知條件，

案例五甚至主張要件(2)僅包含必然滿足的客觀條件。若我們問，「要件(2)是否包

                                                      
7    請見自由電子報 2008 年 3 月 18 日，認識遺產說 助姊妹拋棄繼承姑姑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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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主觀認知條件或僅包含（必然滿足的）客觀條件？」則民法第一一七四條第二

項與一一七六條第七項在文義上能夠提供解答嗎？「知悉其得繼承」這六個字並

未告訴我們答案。 

回到爭議問題上，實務見解在要件(2)上的爭議至少指出了，首先，「知悉自

己依法成為繼承人」的意涵與「知悉其得繼承」一樣不明確；其次，「繼承人自

覺說」至少還可以分為兩種版本，即「繼承人自覺主觀說」與「繼承人自覺客觀

說」 

當我們檢視以上二個主張在實務見解上的運用，可發現「繼承人自覺客觀說」

似乎吸納了死亡覺知說，一方面它主張繼承人自覺說是唯一正確的解釋，但由於

預設了「直接、必然滿足的客觀條件」，因此在第一順位的情形繼承人一旦知悉

被繼承人死亡就滿足了要件(2)，而所有次順序繼承人則在接到寫上法律規定與

文字的拋棄繼承通知書時亦滿足要件(2)。 

「繼承人自覺主觀說」則由於主張主觀的法律上不知與事實上誤認可使要件

(2)無法滿足，且這些主觀條件是可以被接受的，因此邏輯上蘊含了或至少不排除

「遺產認識說」。因為在家族與宗祧制度式微的現代社會，積極與消極「財產」

之認識是要件(2)是否滿足的必要條件。 

依此，原先的解釋觀點或學說分類似乎有些粗糙，從實務見解與學說的分析

可知，解釋觀點的分類應改為， 

● 死亡覺知說 

● 繼承人自覺客觀說 

● 繼承人自覺主觀說 

● 遺產認識說 

再者，根據前述分析，繼承人自覺客觀說似乎可吸納死亡覺知說，而繼承人

自覺主觀說似乎邏輯上蘊含遺產認識說或至少不可能排除遺產認識說。因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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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拋棄繼承通說，其實還包含主觀說與客觀說的爭議，也就是「拋棄繼承立法

意旨為何」及「是否存在直接滿足、恆真的客觀條件」。 

然而，「拋棄繼承立法意旨為何」及「是否存在直接滿足的客觀社會條件」

或「主觀認知條件是否足以妨礙要件(2)的滿足」都不是「知悉自己依法成為繼承

人」或「知悉其得繼承」等概括文字可以直接解答的。甚至我們可以說，以上不

斷產生的問題正是概括文字所產生出來的。由於概括文字無法提供我們解答，因

此我們需要概括文字以外的資源，來對系爭概念的確切內涵提出有解釋力的補充

說明。在我們舉個案例中，曾有法官以立法意旨來佐證他對拋棄繼承的繼承人自

覺客觀說的解釋，這樣，我們可以從國會修法意見著手，看看這個解釋是否合理。 

 

3. 國會對知悉其得繼承的討論 

民法繼承篇於民國十九年公布，二十年五月五日施行至今，期間歷經多次修

正。但與前述爭議核心問題相關，即與民法第一一七四條相關之修正則僅七十四

年五月廿一日之第一次修正與民國九十六十二月十四日之第二次修正。故我們僅

參考這兩次修正意見中與「知悉其得繼承」、「拋棄繼承立法意旨」「客觀條件」、

「主觀條件」相關者。 

根據行政院與立法院函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一一九九號，政府提案第

二四一五號第三頁；立法院公報第七十二卷第六十七期委員會紀錄第二四頁， 

…我國舊律所定繼承制度，重在宗祧繼承..與現代民法思潮不能相

行。民法繼承篇，僅規定財產繼承之法則，不採宗祧繼承舊制，誠

屬進步之立法…。8 

                                                      
8    請見立法院公報第七十二卷第六十七期委員會紀錄第二四頁。此外，立法院公報第七十四

卷第六十七期委員會紀錄第三十八至四十四頁記載了司法委員會上學者與行政院、司法院

和立法委員對民法第一一七四條第二項的精采討論。由於討論集中在第二項後段拋棄繼承

的法定行為方式，與本節問題無關，暫不深究。但仍可從中看出國會議員與中央行政機關

對不明確法律文字的討論非常精細，也盡量避免修訂出現實上窒礙難行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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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來看 96 年的修法意見，這部分的意見非常多，我們要分許多部份來看，

包括委員會提案與委員會討論記錄以及法案三讀時的修正理由。委員會提案與討

論記錄雖然對「知悉其得繼承」、「拋棄繼承立法意旨」、「繼承人自覺說客觀

與主觀條件」等文字或法理意涵沒有直接的拘束力，但卻可以幫助我們釐清文字

與法理意涵。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150 號，政府提案第 7655 號第 43 頁，提案說

明二， 

現代社會中，親屬間聯繫部落以往頻繁，也有因夫妻離異，與孩子

或配偶久未聯繫之情形。因此，時有繼承人不知被繼承人已死亡，

而自己成為繼承人之情形，使得近年陸續發生未成年人或年長者，

因不懂法律或不知自己為繼承人…。（底線為筆者所加）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150 號，政府提案第 7666 號第 3-4 頁，修正草案對

照表， 

目前法院實務經常將原條文之期間起算點「繼承人知悉其得繼承之

時」逕解釋為「繼承人知悉被繼承人死亡之時」，但通說認為宜解

釋為「繼承人知悉其為繼承人之時」始起算…。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150 號，政府提案第 7666 號第 3-4 頁，修正草案對

照表， 

…因為繼承人若不知悉自己是繼承人，即使知悉被繼承人已死亡，

在邏輯上與現實上，仍然不可能期待其辦理拋棄繼承…。（底線為

筆者所加）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150 號，政府提案第 7725 號第 3-4 頁，修正草案對

照表，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令有規定外，概括承受被繼承人財產

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另設限定繼承及拋棄繼承制度，使繼承人有

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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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150 號，政府提案第 7725 號第 65 頁，修正草案對

照表， 

…「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係指知悉被繼承人死亡且自己已依第

1138 條規定成為繼承人之時起…又如繼承人因久未聯繫，不知被繼

承人婚姻及家庭狀況（如有無子女），縱日後知悉被繼承人死亡，

唯不知悉自己是否成為繼承人者，仍非屬本條所定知悉之情形，故

當事人是否知悉，宜由法院於具體個案情形予以認定。（底線為筆

者所加） 

立法院公報第 96 卷第 79 期，委員會紀錄第 24-25 頁， 

賴委員士葆：…根據官方統計，每年平均有 14 萬人死亡…平均僅有

1.43%的繼承人懂得在現行法律下主動保護自己的權益，其他 98%

以上的繼承人…包括了未成年子女或孫子女、年邁無工作能力的長

者、禁治產者、低收入的家庭等弱勢族群…。 

賴委員士葆：…本席在為選民服務時接到一個案子，即有一個人在

3 年前過世，他兒子被討債公司追討後才發現自己的父親在二十幾

年年幫人做過保證，本來是一筆 300 萬元的債務，連本帶利經過 20

年到現在已經滾成 1500 萬了，那要怎麼辦呢？ 

立法院公報第 96 卷第 79 期，委員會紀錄第 25 頁， 

李委員復甸：…我們發現有很多債權人，尤其是銀行業，對於債權

之行使，會在繼承人表示拋棄繼承或限定繼承之前故意隱匿債權存

在之事實，讓繼承人不知道有債權存在而接受了一般的法定繼承。 

立法院公報第 96 卷第 79 期，委員會紀錄第 27 頁， 

賴委員士葆：…次長說一年中有 14 萬人死亡，其中真正負債的 1 萬

件是少數，但我們認為 1 萬件是多數，怎麼會是少數呢？有債務的

1 萬人之中，有很多是教育水準很低的，根本不瞭解甚麼相關規定…

次長你不知民間疾苦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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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委員士葆：…即便是當教授的高級知識分子也來找過我，因為

他…3 年前過世的父親於 20 年前當過保證人，因此房子被扣押，討

債公司於他父親死亡後追查了 3 年找到他，300 萬元的債務變成

1500 萬元，你說怎麼辦？ 

賴委員士葆：…我剛才舉兩個層次為例，一個是教育水平比較低的，

根本什麼都不知道；另一個教育水平高的也沒有獲得資訊…。 

立法院公報第 96 卷第 79 期，委員會紀錄第 28 頁， 

蔡次長茂盛：我們把主張限定繼承的時間，從知悉被繼承人死亡及

自己依照繼承順序輪到他當繼承人，符合這 2 個條件後才開始計算

時間。 

賴委員士葆：問題來了，請問什麼叫知道？…請問到底什麼叫「知

悉」？（底線為筆者所加） 

立法院公報第 96 卷第 79 期，委員會紀錄第 33 頁， 

蔡次長茂盛：（回覆陳委員金德）這種說法顯然很不公平，因為無

論拋棄繼承或限定繼承，人民可以自行選擇，這是法律的規定，不

能說自己不知道法律有此規定就…。（底線為筆者所加） 

立法院公報第 96 卷第 79 期，委員會紀錄第 36 頁， 

張司長清雲：（回覆高委員思博）…可以主張權利的時間，就是讓

他從「知悉」才開始計算時間，而此知悉是從事實上的狀況去判斷，

例如他確實知道自己是繼承人才開始計算，所以「知悉」應該是很

具體、很明確的狀態規定…。（底線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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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拋棄繼承修正案理由與修正理由之分析 

由以上司法委員會的討論記錄可知，首先，不存在必然滿足的所有人都懂民

法繼承篇的社會客觀條件。其次，有些人認為「知悉其得繼承」文義非常清楚，

它指的是知悉被繼承人死亡，但絕大多數國會議員認為文義完全不清楚，也不認

為知悉被繼承人死亡滿足知悉條件是合理的。再次，法務部次長與法律事務司長

對知悉有不同看法，次長主張「知悉其得繼承」的「繼承人自覺客觀說」，但法

律事務司司長則主張「繼承人自覺主觀說」。而根據法律事務司司長的看法，「知

悉其得繼承」在修法後不僅包含知悉被繼承人死亡，還包括「『確實』知悉自己

為繼承人」。最後，大多數國會議員認為，事實上「知悉」往往是從對（消極）

財產的認識開始的。 

由以上四點可見，「知悉其得繼承」究竟所指為何，並不存在一致的看法，

甚至非常有爭議；而「繼承人自覺客觀說」對要件(2)所預設的社會客觀條件並不

存在；國會議員認為「繼承人自覺主觀說」對要件(2)所預設的知悉主觀條件才是

合理的；法務部法律事務司司長認為若修法通過，則「知悉其得繼承」應採繼承

人自覺主觀說。 

然而，以上發生於立法院司法委員會的討論意見，在法律解釋上是重要參考，

卻不具有直接拘束力。因此，我們要檢視該條三讀通過時的修法理由，因為它是

對法律解釋能產生最直接影響與拘束力者。 

民國 96 年 12 月 14 日三讀通過之修法理由， 

所謂「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係指知悉被繼承人死亡，且自己已

依第一千一百三十八規定成為繼承人之時，始開始起算主張限定繼

承之期間，蓋繼承人如為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第一順序次親等或第

二順序以下之繼承人，未必確知自己已成為繼承人，故應自其知悉

得繼承之時起算，以保障繼承人之權利… 

又如繼承人因久未聯繫，不知被繼承人婚姻及家庭狀況（如有無子

女），縱日後知悉被繼承人死亡，惟不知悉自己是否成為繼承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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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非屬本條所定知悉之情形，故當事人是否知悉，宜由法院於具體

個案情形予以認定。（底線為筆者所加） 

以上修正理由是不同的草案經政黨協商後的結果，表面上似乎在釐清問題與保障

繼承人的向度上略為後退一些。但在修法理由的例示性舉例中，仍然闡明了死亡

覺知說是錯誤解釋且主觀上確知才滿足知悉條件的基本路線。 

從 74 年與 96 年修法時，司法委員會的討論及三讀通過時的修法理由，回頭

看一開始我們的問題，會發現，首先，「知悉其得繼承」的文義完全不清楚，是

不明確的法律概念。其次，拋棄繼承「立法意旨」不僅在於保障債權人更在保障

繼承人。再次，繼承人自覺客觀說的「社會客觀條件」不存在。最後，繼承人主

觀自覺說主張主觀認知的存在與否可妨礙要件(2)的滿足是合理且確實存在的。 

若將知悉其得繼承的學說與實務解釋分為四種，而繼承人自覺客觀說蘊含死

亡覺知說，繼承人自覺主觀說蘊含或不排除遺產認識說，則立法者已經做出判斷，

即「繼承人自覺主觀說」才是「知悉其得繼承」的合理解釋。 

 

5. 分析知悉其得繼承之小結 

當我們以拋棄繼承規定的「知悉其得繼承」為探討對象，學說與實務見解的

分析顯示出，由於其文義上的不明確導致學說與實務見解上產生衝突對立的各種

解釋。此外，當法律條文的文義不明確時，難以僅僅根據條文文義找出適當解釋，

因而我們需要文義本身以外的外部觀點。最後，當我們根據國會相關委員會的討

論與修法理由釐清不明確法律條文的意涵時，我們發現了對條文解釋極為有用的

適當引導。 

如果以上分析指出了不明確文義（或法律概念）的解釋的一個必要條件：文

義本身之外的外部說明，則以上分析也同時說出了另一必要條件：文義本身的概

念分析。因為以上分析的奠基在我們對知悉其得繼承之文義與「死亡覺知說」、

「繼承人自覺客觀說」、「繼承人自覺主觀說」、「遺產認識說」等學說的概念

內涵，通過這個基礎，我們才能夠清楚地區分不同學說的意涵以及國會討論所能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 
 

釐清的爭點。換言之，對學說、實務見解、條文本身做內部分析，和援引立法史

資料做外部分析一樣，都是面對不明確法律概念時重要及必要的補充。9 

 

（二）不明確法律概念二「違反其意願」 

如果通過上一個部份的討論，我已經說明文義的內部分析，與立法史資料的

外部分析都是探討不明確文義的重要及必要條件的話，那麼我們可以接著考慮另

一種問題，也就是立法史資料這個探究不明確文義的必要條件是否在分析時總是

能給予適當的指引？如果在某些情形的答案是否定的，甚至對文義的內部分析造

成妨礙，則我們又應該如何解釋不明確文義？完全放棄立法史資料或謹慎小心地

使用？讓我們看看以下這個例子。 

 

1. 幼童性侵案件與白玫瑰運動 

我國於 2010 年曾出現一件轟動社會的判決，高等法院高雄分院針對一件三

歲幼童疑似遭性侵的案件做出被告行為成立刑法第二二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加重

強制性交罪」的判決 10，但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並發回高院再審 11。其理由有二，

其一，「若被告僅利用三歲幼童懵懂無知，而無強制行為，則應成立刑法第二二

七條第一項『與未滿十四歲之男女性交、猥褻罪』，而非第二二二條第一項第二

款之『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強制性交罪』」；其二，「原審並未完整說明被告如

何使用刑法第二二二條所倚賴之刑法第二二一條強制性侵要件：『違反其意願之

方法』。」。 

                                                      
9    許玉秀曾提出類似主張，請見許玉秀，〈重新學習性自主——勇敢面對問題〉，《月旦法學雜

誌》，第 200 期，第 313-14 頁，2012 年（“任何法規範的解釋方法，都是從文義解釋開始，

從語句結構開始，但是如合理解語詞的意義，如何確定語詞的文法地位，不可能不靠規範

目的找尋方向。面對已經修改過的法律，自然也必須依照修改目的進行詮釋，脫離修改目

的的說文解字，都可能出現偏離目的的解釋結論”）。 
10   請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97 年度上訴字第 1008 號。 
11   請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99 年度台上字第 489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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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此判決之合議庭五位法官被媒體及輿論批評為「恐龍法官」，12理由

為「幼童根本不懂性交，被告利用幼童懵懂未知的心智狀態以吸管和手指插入其

陰道，如果這不是性侵，什麼才是性侵。」法學界對此輿論反應則多表不滿，理

由為「按妨害性自主罪章之法條文結構和文義，或者行為必須具有強制性才成立

刑法第二二一條之違反其意願要件，或者被害人必須有拒絕性交之意願。13」有

部份輿論因此主張合議庭的判決沒有問題，其為依法審判，質疑判決之輿論則是

一種民粹司法。14 

 

2. 妨害性自主罪章的立法發展 

我國國會在民國 88 年針對現行刑法第二二一條進行修改之討論時，韓國瑜

和謝啟大委員的提案所修正者在於將傳統中國刑律的「至使不能抗拒」改為「至

使難以抗拒」15，但在政黨協商時，又將「至使難以抗拒」進一步改為「或其他

                                                      
12   事實上在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99 年度台上字第 4894 號裁定前另有一件案件，一名成年男子

涉嫌性侵一位年僅 6 歲的女童，檢方以最輕本刑 7 年以上的刑法 221 條第一項第二款起訴。

但高雄地方法院的一審判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422 號刑事判決），裁定被

告未違反 6 歲女童意願，因為被告自白表示其並未使用暴力，且證人指出女童並未抵抗呼

救，因而改依 3 年以上、10 年以下的刑法第 227 條第 1 項「與未滿 14 歲男女性交罪」，判

被告 3 年 2 個月徒刑，引發輿論譁然。在這個背景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99 年度台上字第

4894 號裁定以同樣的解釋來處理類似案件，才終於引爆白玫瑰運動。 
13   如李佳玟，〈違反罪刑法定的正義〉，《台灣法學雜誌》，第 160 期，2010 年（此文主張只當

行為人之行為能被客觀地證明「直接壓制」了被害人的意思自由，才有刑法第 221 與 222 條

的適用）；又如盧映潔，〈「意不意願」很重要嗎？──評高雄地方法院 99 年度第 422 號判決

暨最高法院 99 年度第 7 次刑庭決議〉，《月旦法學雜誌》，第 186 期，2010 年（此文主張被

害人是否存在同意性交之意願不是刑法第 227 條的重點，因為刑法 221 條的違反其意願預

設被害人具備意願表達能力[此類型之適用前提為被害人具備意願表達能力]。 
14   如 Facebook 之粉絲網頁─支持邵燕玲法官，擷取於 https://www.facebook.com/Justitia11（此

粉絲網頁援引各種意見欲主張前述判決為依法審判，其論理無任何違誤）；又如痞克邦

PIXNET 之 部 落 格 ─ 天 狼 特 區 ： 白 玫 瑰 要 這 種 法 官 ？ 擷 取 於

http://sirius1701a.pixnet.net/blog/post/3044（此文以戲謔故事指出白玫瑰運動為一鬧劇，而此

一鬧劇所訴求者無非要求法官不依法律而依民眾感情來判決）。 
15   此一修改的理由在於，原條文規定加害人的強制行為強度必須達到「至使不能抗拒」才符合

強姦行為的客觀要件。而在此情況下，若受害人不先試圖拼死抵抗以致加害人必須加強其行

為的強制性至受害人不能抗拒以遂行其強姦的話，則強姦罪的構成要件難以成立。但這樣一

來，受害人處於一種非常不利的處境，加害人可能因為被害人的拼死抵抗而痛下毒手。為避

免受害人處於此一處境，才擬將原要件改為「至使難以抗拒」。詳見立法院公報，第八十八

卷第十三期，頁 123、125、166。 

https://www.facebook.com/Justitia11
http://sirius1701a.pixnet.net/blog/post/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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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進入二讀與朝野政黨協商的謝啟大委員版本更說明了將

傳統妨害風化罪章重新整合為妨害性自主罪章的理由：「不論男性或女性都擁有

『性自主決定權』和『身體控制權』，侵犯此二自主權都會對被害人身心造成極

大而深遠的傷害。因此，若繼續維持過去的妨害風化罪章而不加修改，則其蘊含

的善良風化和名節觀，將在今日使人誤解性犯罪的本質及其侵害的法益─性自主

決定權和身體控制權。16」。 

 由上述國會正式紀錄，也就是立法史資料來看，我們擁有許多解釋的資源，

如現行刑法第二二一條「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的文義修正過程（朝野協商將

「至使難以抗拒」改為「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立法者原意（避免受性侵

者遭受更大的傷害）、立法目的（維護性自主決定權與身體控制權）等。但問題

是，實務工作者與學者對這些資源的解讀與評價南轅北轍，這才導致了隱身於白

玫瑰運動背後的法律與法學爭議。 

有實務工作者與學者認為「違反其意願」指其他具強制行為樣態的的方法，

也有實務工作者與學者認為「違反其意願」指具強制行為樣態且預設被害人具有

一個不想要性交的意願，但也有實務工作者與學者認為「違反其意願」並不指加

害人的行為具有強制樣態，而是預設被害人不具有想要性交的意願。 

在這個對「違反其意願」的解釋如此分歧的背景下，才產生白玫瑰運動的爭

議。更確切地說，白玫瑰運動背後有一個法律與法學爭議，它要問的是：「若被

害人沒有一個想要性交的意願，而不是有一個不想要性交的意願，則以吸管與手

指插入被害人陰道內，成立妨害性自主的違反其意願要件嗎？」 

 

3. 違反其意願的各種見解 

在探討這個爭議與問題前，讓我們歸納一下相關判決與學者們對「違反其意

願」的理解。顯然，從涇渭分明的解釋可知，這個要件也是不明確法律概念。17 

                                                      
16   同前註，頁 129、頁 137。 
17   如高金桂教授明確主張，一九九九年妨害性自主罪修訂所創設的「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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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違反其意願僅考慮行為樣態具有強制性 

這類見解主張，刑法 221條第一項定義普通妨害性自主罪，其要件包括強暴、

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違反其意願」僅僅只是本項

前段的強制行為樣態的概括表示，故須以行為是否具有強制性來理解，只是此一

強制不需要有前段的外觀。如高金桂教授指出，一九九九年修正後之強制性行為

之構成要件「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在解釋及適用上之界線不明，應經由目的限

縮解釋，將其限於與強暴及脅迫具有相同之心理強制作用或剝奪身體行動自由效

果之行為。強制性交於修法時加入本要件[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也許是一種

錯誤的修法。」18錢建榮法官則表示，刑法第 221 條被稱為「強制性交罪」，而第

221 條第一項前段指有形的強制力，後段的「違反其意願」則指違反其意願的方

法，但不能脫離強制力行為而獨立存在，否則將無法保護人民因無端的指控而被

入罪。換句話說，違反其意願的構成要件要該當必須要先存在強制行為。19黃惠

婷教授則主張，「違反其意願」並不以被害人之意願被違反為要件，而是是否實

施強制行為為要件。20 

（2）違反其意願以「有不想性交的意願」為前提且具備強制行為樣態 

這類見解主張，「違反其意願」必須以受害者有不要性交的意願為前提，當

受害者有此意願且將之表示出來，而加害人無視其意願仍對其施行具強制性的行

為壓制其不要性交的意願，才「違反」受害人的意願。簡單地說，此見解的重點

在於「必須有意願被違反」。盧映潔教授屢次表明應以此方式理解「違反其意願」，

如「在違反被害人的意願下對被害人為性交行為。也就是，性交行為是行為人在

                                                      
要件，語意不明，至構成要件含糊不清。請見高金桂，〈強制性交罪的強制力行使——高雄

地方法院九十九年度訴字第四二二號判決評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189 期，頁 254，2011
年。 

18   請見高金桂，前揭註，頁 256。 
19   請見錢建榮，〈為恐龍法官喊冤——「強制性交罪」的爭議〉，《司法改革雜誌》，第 83 期，

第 17-19 頁，2010 年。 
20   請見黃惠婷教授，〈證明「違反意願」非強制性交罪之必要條件——簡評九十九年度台上字

第第四八九四號判決與九十九年刑事庭第七次會議決議〉，《臺灣法學雜誌》，第 161 期，頁

201，2010 年（“現行強制性交罪責的「違反其意願」則是一種強制方法，並非是強暴、脅

迫的結果，因此行為有無違反被害人意願，不是成立本罪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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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被害人意願的情況下發生的。」21又如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724 號判

決表示，「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雖不以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為必要，但『仍

須足以妨害或壓抑』被害人之性自主意思。」22以及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281 號判決則表示，「『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除須知情該男女『不同意』外，

尚須以行為人使用違反其意願之『方法』始克當之。」23 

又如蔡聖偉教授質疑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第七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主張其將

規範脈絡不相同的民法的意思自由概念置於刑法中是有問題的，因為二者無必然

關聯。蔡聖偉教授主張，「違反其意願應從保護法益（性自主決定權）來看，乙

（幼童）既然無法理解甲（鄰居）的行為，自無侵害其與此相關之自由法益可言，

故應以甲說（違反其意願以「行為人有接受或抗拒的意願」為前提）為當，基此，

甲不構成強制性交罪。」24王皇玉教授則在完整地分析比較法和國內各種立場後，

主張由於「違反其意願」一詞仍接在強制行為例示規定後並連結為同一句，且若

違反其意願意謂著法院必須審查被害人主觀意願，則將造成法院裁判上的莫大困

擾，故違反其意願應採「低度強制手段說」，也就是同時妨害性自主行為必須同

時具備「強制手段」和「妨害性自主」二要件。25 

（3）違反其意願以「沒有想要性交的意願」為前提 

這類見解主張，刑法 221 條第一項的條文結構難以支持「違反其意願」是強

制行為樣態的概括表示的主張，而「違反其意願」的「意願」一詞，以及此罪章

名稱「妨害性自主」、立法過程的討論、歷次最高法院刑庭會議均顯示此概念的

                                                      
21   請見盧映潔，〈論智能障礙者的性自主自由〉，《月旦法學雜誌》，第 125 期，第 27-28 頁，

2013 年。 
22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724 號判決。 
23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281 號判決。 
24   請見蔡聖偉，〈性侵害未滿七歲幼童的案例審查示範〉，《月旦法學教室》，第 115 期，第 33-

34 頁，2012 年。此外還可參考蔡聖偉，〈論對幼童性交罪與強制性交罪的關係——評最高法

院九十九第七次刑事庭決議〉，《月旦裁判時報》，第 8 期，頁 69，2011 年（主張用強暴行為

強逼 13 歲被害人與之性交，則成立刑法 227 第一項與 222 第一項第二款的真正競合，但若

被害人換成熟睡中或完全不瞭解性行為意義的幼童，則只成立刑法 227 第一項。換言之，對

於沒有性行為想法或意願的人而言，沒有違反其意願的問題）。 
25   請見王皇玉，〈強制手段與被害人受欺瞞的同意：以強制性交猥褻罪為中心〉，《臺大法學論

叢》，第 42 卷第 2 期，頁 396-99，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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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意義在於「性自主」的自主決定。故違反其意願若以有一個不想性交的意願

為前提，將侵蝕普通妨害性自主罪最重要的法益：「對於性行為的自己做主決定

的權利」。因此，「違反其意願」應以被害人「沒有表示想要性交的意願」為前提。

用另一種說法來說，妨害性自主罪章的立法過程的討論顯示，立法者意欲表達「性

交應以雙方自主地合意為前提」的政策，故若不存在雙方自主地合意的前提，都

可能涉嫌妨害性自主。如許玉秀教授明白指出，性交行為以同意為必要、性關係

的「自由『決定』權」是性自主權利。26 

又於如林志潔教授表示，「性交不能推定為合法的行為，應該反過來，同意

了才阻卻構成要件，沒有同意的性交就是犯罪。」27李聖傑教授則在分析修法後

的性自主權的架構、內涵與價值後明確指出，性自主權以人有同意性交為前提，

因此只要被害人沒有自主地明確同意性交，則該性交行為就違反被害人的性自主

權。在這個意義下，性自主權的侵害類型從當然侵害變成擬制侵害，「在強調性

自主權為妨害性自主罪章之保護重心的思考下，性自主支配之擬制侵害的類型提

出，已經將個人有關性之相關行為的自決意識推向絕對保護的臨界線。就性支配

擬制侵害的類型而言，其所呈現的刑法規範，不只是告訴我們：與他人進行有關

性之相關行為時，不得違背他人的自主意思；甚至可以闡明為：當我們沒有得到

他人的首肯，不得與他人進行有關性的相關行為」28 

從立法史資料，和參與妨害性自主罪章修訂，並在政黨協商時將刑法 221 條

第一項的「至使難以抗拒」改成「違反其意願」的尤美女律師的說明可知，違反

                                                      
26   許玉秀，前揭註 9，第 314, 316, 318 頁。 
27   請見林志潔，〈白玫瑰之怒？——從最高法院相關判決及決議論我國刑法中與未滿 14 歲之

人性交或猥褻罪〉，《國際刑事法學會臺灣分會學術與實務對話研討會論文》，第 21 頁，2011
年。此文獻轉引自許玉秀，前揭註 9，第 310 頁。 

28   請見李聖傑，〈妨害性自主：第三講——類型闡述〉，《月旦法學教室》，第 23 期，頁 101-03，
2004 年（李聖傑教授還一併說明，當妨害性自主罪章以性自主決定空間的保護為核心、強

制性侵害的罪的本質被闡明為性自主權的絕對侵害時，刑法 221 條第一項前段例示的強制

行為對被害人所造成的侵害，也一併得到了說明，因為它們強烈地壓制了被害人的性支配自

主。這段論證正足以回應以第 221 條第一項前段來理解後段「違反其意願」的所有主張）。

李聖傑教授對於性自主權的立法背景、立法者意思、參與修法學者的看法、此一刑事政策對

於個人性意識以至社會價值型塑的闡述，請見其〈妨礙性自主：第一講——保護法益〉，《月

旦法學教室》，第 19 期，頁 97-104，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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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願的前提在於「女性沒有想要性交的意願」。29 

學者們對於以上三種解釋「違反其意願僅考慮行為樣態具有強制性」、「違反

其意願以『有一個不想性交的意願』為前提且具備強制行為樣態」、「違反其意願

以『沒有想要性交的意願』為前提」有各自的理由與論證。「違反其意願僅考慮

行為樣態具有強制性」和「違反其意願以『有一個不想性交的意願』為前提且具

備強制行為樣態」這二種解釋，都主張違反其意願一詞仍與強制行為的規定連接

在同一句，前段的強制行為例示規定應該和後段的概括規定具有同一意思，因此，

強制行為仍然是「違反其意願」一詞的內涵。二種解釋的差別僅在是否同意「違

反其意願」一詞具有主觀意願的內涵。最後一種「違反其意願以『沒有想要性交

的意願』為前提」則與前二種解釋徹底分道揚鑣，第三種解釋扣緊立法者在委員

會對「保障性自主決定權和身體控制權」的立法目的多次強調、罪章標題「性自

主」一詞的「自主自決」的通常意義、「違反其意願」一詞本身所具有的主觀面

向的文義意涵、立法者通盤修訂性犯罪的政策考量等要素，得出性自主自決的權

利為此一刑事政策的核心，故違反其意願以有無明確表示願意性交為前提，任何

未經他人明確同意的性行為，都傷害了對方的性自主自決權。並且，當以性自主

自決權解釋違反其意願時，刑法第 221 條第一項前段的強制性行為也一併獲得更

深刻更厚實的意涵，而不會像前二種解釋一樣，認為當賦予「違反其意願」以主

觀意涵時，可能會對刑法二二一條第一項的整全性造成內在困難。 

我認為在通盤考量文義、法典架構、立法者意思、立法目的、立法者所欲實

現的政策目的下，第三種解釋才是唯一適當的解釋。然而，第三種解釋有一個困

難。本節先前曾提過白玫瑰運動背後的的爭議問題，即是否根據現行刑法第二二

一條「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的文義修正過程（朝野協商將「至使難以抗拒」

                                                      
29   請見甯應斌，〈評女性主義在性侵修法爭議中的觀點〉，《月旦法學雜誌》，第 205 期，第 267

頁，2012 年（“從某女性主義律師建議的修法方向，可看出女性主義的最終願景，她說：妨

害性自主罪章要保障的是被害人的性自主權，而此罪章的中心概念就在於一個人的性自主

權應由他自己決定，當今天他不願意的時候就是不願意。然而這個最重要的概念從一九九九

年第一次修法時，就完全沒有被理解，也沒有被看見，因此，這次修法是否可以朝向『積極

同意』的方向做修正，也就是朝向未經他人的性自主方向修正。”）。此外也可參考林志潔、

金孟華，〈「合理」的懷疑—以女性主義法學觀點檢視性侵害審判之偏見〉，《政大法學評論》，

第 127 期，第 139 頁，2012 年（“考察當年推動改革之本旨，應認為成罪的重點已放在被害

人之意願而非行為人的行為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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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為「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或立法者原意（避免受性侵者遭受更大的傷

害），或立法目的（維護性自主決定權與身體控制權），就能夠證成這三種解釋的

任一種？上述任何一項要素，或三項要素加起來，就能夠為第三種解釋與第二種

解釋的根本差別「若被害人沒有一個想要性交的意願（而不是有一個不想要性交

的意願），則以吸管與手指插入被害人陰道內，成立妨害性自主的違反其意願要

件」提供充分的證成嗎？ 

事實上在通盤使用這些資料時，我們不可避免地會遭遇一個難題，即「致使

難以抗拒改為違反其意願」的立法者意圖或立法目的。提案委員在委員會和大會

二讀程序中，原本是要將「至使不能抗拒」改成「至使難以抗拒」，但朝野協商

卻將「至使難以抗拒」改為「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且並未留下任何書面

記錄表示它明確地蘊含了第二種或三種解釋所闡釋的刑事政策。這樣，我們在面

對第三種解釋與第二種解釋何者才正確的問題時，都必須先解決朝野協商的結論

的意涵不明的問題，但它因沒有記錄而無法為特定解釋提出充分證明。因此，這

個案例的情況是，我和第三種解釋的提倡者一樣，認為有這個刑事政策以至性自

主自決權（否則意願一詞將與該詞通常用法所蘊含的主觀面向意涵脫節，且被空

洞化、變成某種密碼，這才確切地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但立法史資料難以提供

充足的支持。 

日前我曾在某學術研討會上遇到現任立法委員的尤美女律師，並當面詢問在

政黨協商中將「至使難以抗拒」改為「違反其意願」，是否為要突顯「性的自己

做主決定的權利」、是否以「沒有想要性交的意願」為前提？尤律師明確表示：

「是這個意思沒錯，但大多數人都沒看懂！」尤律師的「大多數人都沒看懂」主

張說明了，當某個解釋的依據在立法史資料中被消除或從未存在，則特定解釋的

立論基礎會被削弱。因此，當文義具歧義或過於模糊而導致不明確時，的確我們

可以像知悉其得繼承一樣，從立法史資料中尋找能夠限縮或釐清文義的根據，而

且是符合法治國權力分立框架的根據 30。但若立法史資料殘缺，或被錯誤使用，

                                                      
30   雖然第一二種解釋認為第三種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但事實上，當第一二種解釋對立法者意

思、立法目的、立法者所欲實現政策、文義的脈絡意義不重視甚至無視時，第一二種解釋可

能也有違反權力分立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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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被操弄呢？此時不明確文義的釐清與限縮工作反而會變得更加複雜。「違反其

意願」一詞的產生脈絡，以及其後的不同解釋與各執一詞的爭議，恰恰證明了這

點。我認為，其實有另一條路可以達到第三種解釋，也就是以目前僅有的有書面

在案的立法者意思、立法目的、文義內部分析為基礎，分析什麼樣的解釋會架空

它們，什麼樣的解釋又能最融貫而一致地解釋它們。在這個方式下，第三種解釋

可以被證成，但它的論證效果仍然會被沒有留下書面記錄的政黨協商削弱。 

 

二、研究動機、背景、方法、架構 

在介紹以上二個國內案例及其爭議後，我們應該可以確定以下原則，首先，

當我們面對不明確法律文義時，文義與概念的內部分析與立法史資料的綜合使用

能夠幫助我們釐清、限縮不明確法律文義的範圍。但當立法史資料本身有殘缺或

難以用於解釋的問題時，似乎立法史資料不僅不能幫助我們釐清不明確文義，還

可能促成更大的爭議，因為它使不同立場的解釋更有理由各執一詞。那麼，文義

與概念的內部分析是否也會有相同的問題呢？究竟我們應該如何使用它們，才能

釐清不明確法律文義？這是本論文的核心問題。以下我提出本論文的研究動機、

背景、方法和架構，並說明在什麼意義下它們有助於解答本論文的核心問題。 

 

（一）研究動機 

以上二個例子，應該為不明確法律的文義解釋和立法史資料使用的問題提供

一些線索。這是說，通常，我們能夠藉由文義與學說和實務看法等條文文字和結

構的脈絡意義來得知法條意義，但當法條文義不明確時，單憑對各種文義與概念

的批判分析，可能難以釐清不明確法律的意義，而立法史資料可以協助我們，且

說明概括或具歧義的文義的演化意義（如知悉其得繼承）。但立法史資料雖然對

於釐清與限縮文義很有幫助，可是當它出現錯誤或殘缺時，雖然仍然可以透過文

義的各種脈絡意義的批判分析來與僅有的立法史資料取得最大可能的融貫，但解

釋者或多或少會遇到一些論證上的困難。因此，問題是，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

這二種釐清或限縮文義的進路？它們之間的互動關係又是如何？相輔相成，或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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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後腿造成解釋上的內在困難？在解釋不明確法律時，解釋者若要有足夠充分的

論證，似乎必須回答以上問題。本文的研究動機在於，說明當我們面對不明確法

律甚至會帶來荒謬結果的法律條文，而必須進行法律解釋時，我們應該怎麼看待

傳統的文義與立法目的解釋，如何操作它們，又必須注意什麼限制。 

 

（二）研究背景 

Antonin Scalia 加入聯邦最高法院後，積極倡議他的剛性文本主義，且試圖

壓抑主流的實用主義或立法目的主義，也就是混用文本主義與立法史資料考察的

所有大法官。他壁壘分明的論證與策略，迫使其他大法官和學者們，必須在立法

目的主義和文本主義的特性與關係上進行更充分的研究以回應 Scalia 大法官。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法律解釋的使用與闡釋變得動見觀瞻，實務界和法學界無不緊

盯著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論理形成方式與所牽涉的要素，希望由此對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的判決模式，以及法律解釋與政治和法律學說之間的關係做出更深入

的研究。31在這個背景下，美國公法學者們開始為法律解釋帶來龐大批判理解的

思考資源。 

另方面，1984 年的 Chevron v. NRDC 一案，提出處理行政機關法律解釋的通

則，即先混用立法目的主義和文本主義，來確定國會是否曾對系爭問題做出指示。

若無，則視同國會在法律中宣示政策後，賦予相應的行政機關寬廣的裁量權以填

補法律細節、實現政策目的。若 Chevron 這個案子成為審查行政機關法律解釋是

否合於國會授權的先例，則法院得同時使用立法目的主義與文本主義，且尊重國

會以至行政機關做政策決定的機關角色。但這對 Scalia 大法官，以及 1988 年加

入的 Kennedy 大法官，1991 年加入的 Thomas 大法官而言，是極其不願意做的

事，因為他們獨尊文本主義且非常敵視立法目的主義。但 Chevron cases 又非常

多，這就使得如 Scalia 這樣的剛性文本主義者必須想辦法一方面尊重 Chevron 這

                                                      
31   關於文本主義的興起與 Eskridge 等公法學者的法律解釋論著如何帶動 80-90 年代開始近 30

年的美國法律解釋狂潮，請見 ADRIAN VERMEULE, JUDGING UNDER UNCERTAINTY 41 (2006); 
John Copeland Nagle, Newt Gingrich: Dynamic Statutory Interpreter, 143 U. PA. L. REV. 2209, 
2209-11 (1995); Daniel A. Farber,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 94 MICH. L. 
REV. 1546, 1546-47 (1996); Richard H. Pildes, The Role of Legislation in the Field of Public Law, 
7 N.Y.U.LEGIS.&PUB.POL’Y 1, 2(200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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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先例，另方面想辦法在僅僅使用文本主義的前提下拉到足夠多的票以形成多數。

如此一來，聯邦最高法院內的立法目的主義與文本主義之爭，或者更確切地說，

實用主義與剛性文本主義之爭變得更加詭譎而且激烈。 

這樣，如果我們要瞭解本論文的核心問題，即「當我們面對不明確法律甚至

會帶來荒謬結果的法律條文，而必須進行法律解釋時，我們應該怎麼看待傳統的

文義與立法目的解釋，如何操作它們，又必須注意什麼限制」時，美國聯邦最高

法院從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中期的激烈鬥爭是再適合不過的研究背景。它可以

使我們瞭解立法目的主義和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的相互對抗，以及從中被闡明的

特性、侷限，甚至交互關係。因此，本論文將以 1980-1990 年代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的法律解釋論爭為分析背景，探問本論文的核心問題。 

 

（三）研究方法 

本論文採取的研究方法有二個，首先是判決發展史分析，其次是概念發展史

分析。 

由於我們的研究背景是一個斷代間，案件與案件論理方式和特定概念的發展，

這樣，透過判決發展史的分析，我們可以將其中牽涉到法律解釋的要素以及它的

發展盡可能地揭露出來。概念發展史分析則使我們可以解構這些要素與它們發展，

並且提出適當的批判，以深入理解我們的研究對象與背景。這樣，我們能累積足

夠的經驗與概念資源來批判地回答我們的核心問題。 

 

（四）研究架構 

本文採取的研究架構如下，首先，我在第一章以國內二個不明確法律條文的

案例來說明法律解釋的必要性，以及不同的進路所能為法律解釋帶來的幫助與限

制，這樣，我說明了不同的進路，也就是立法目的主義和文本主義與法律解釋的

關係，以及她們所蘊含的本文的核心問題。 

其次，我在第二章開始進入本文研究背景，也就是美國近 30 年來聯邦最高

法院的法律解釋的論爭。我先說明在 Chevron 案成為論爭焦點前，聯邦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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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統實用主義進路如何釐清或限縮甚至推翻不明確法律文義的發展。接著我說

明當 Scalia 大法官加入聯邦最高法院後，他所熱烈擁護的剛性文本主義如何與傳

統實用主義進路相互碰撞，又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帶來什麼影響。在這一章，我

說明了傳統實用主義進路在釐清不明確法律時的做法以及內在困難，也說明了

Scalia 的剛性文本主義的基本性格與優點。 

第三章我說明當 Chevron 案開始發揮先例的影響力時，Scalia 面對這個文本

主義難以發揮支配力的 Chevron doctrine 時，用什麼方式繼續倡議他的剛性文本

主義。而其他傳統進路的大法官們在這個明顯有利於他們的實用主義法律解釋的

類似案件中，又如何與他對抗。在這一章，通過雙方陣營對 Chevron cases 的處

理方式的發展的分析，我進一步突顯了在管制國家框架下，立法目的主義的使用

有其必要，也部份地暗示了 Scalia 的剛性文本主義的錯誤，即，他對傳統進路的

可信賴性攻擊與權力分立攻擊，事實上全部可以套用在他的剛性文本主義上。判

決發展史分析會在這一章告一段落，但概念發展史分析會繼續下去。 

第四章，我根據前二章的分析，分三個部份來批判理解聯邦最高法院對傳統

實用主義以及文本主義的使用的利弊得失。它們是， 

（一）可信賴性批判的批判，即說明可信賴性攻擊無法反證立法史資料的不

可信賴性，只要我們以批判理解的方式，謹慎小心地對待立法史資料即可。 

（二）正當性批判的批判，即說明剛性文本主義攻擊傳統進路混用了立法史

資料，並預設了法院是國會忠實代理人原則時，法院要不在濫用立法史資料時篡

奪了國會的立法權，要不成為國會的附庸，使司法審判權能被立法史資料吞噬，

動搖了美國憲法所規定的嚴格權力分立框架。但剛性文本主義的嚴格權力分立事

實上並沒有真的踐行權力分立，從 Chevron cases 的發展可以很清楚看出來，聯

邦下級法院非常尊重國會對行政機關的授權，但當案件進入聯邦最高法院時，

Scalia 和他的快樂夥伴卻用各種方式來扭曲國會的原意與立法目的，防止案件進

入 Chevron 的第二階段（即當發現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建構不明確時，遵循國

會與行政機關的授權與法律解釋）。當 Scalia 一而再再而三這樣做時，他藉由所

謂的嚴格權力分立框架，實質地剝奪了國會的立法權能和行政機關的部份立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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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法律解釋權能。因此，剛性文本主義證明了當她貫徹她自己剛性文本主義時，

她自身才必然地破壞了權力分立適當關係。 

（三）基礎主義批判，即 Scalia 的剛性文本主義預設在法律的意義是客觀的，

能夠找出唯一正確的解釋，而剛性文本主義對字典的使用、文法規則的解說、體

系架構的解釋，能夠找出這個唯一正確的解釋。另方面，嚴格權力分立也預設了

國家機關間可以沒有內在聯繫，可以單獨運作，且藉此實現法治國家的理想。這

是標準的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的思考方式，也就是透過一個定理（axiom）

來演繹出唯一正確的答案。近代哲學與社會科學就是在基礎主義的思想框架下，

以基礎主義定義自身，並由基礎主義引領著向前發展。笛卡爾式的基礎主義或許

適合某些自然科學，但從 Scalia 為聯邦最高法院帶來的影響來看，笛卡爾式的基

礎主義並不全然適合法律。我在這部份提出柏拉圖的法政哲學對基礎主義的批判，

以及海德格對基礎主義的批判，以說明基礎主義追求的確定性、客觀性，以及它

的思考與推論方式並不是法律解釋的唯一最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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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90 年代前的傳統制定法解釋進路 

 

這一章我先說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1980 年代前的傳統法律解釋方法—立

法目的主義或柔性明確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公共選擇理論和文本主義在 80 年

代對它發動的攻擊。接著我說明 Scalia 所倡議的剛性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它如

何改變了聯邦最高法院的傳統法律解釋方法。最後我分析剛性文本主義對聯邦最

高法院所帶來的影響。 

在進入本章，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律解釋方法發展之前，我們先說明美國

法官與學者們所使用的法律解釋相關概念，如文本主義（textualism）、明確文義

（plain meaning）、意圖主義（intentionalism）、立法目的主義（purposivism）等專

有名詞。 

當代民主法治國家的基本意義是，人民透過自己選出的制憲、立法的代表制

定、修改憲法和法律，並通過由人民選出的行政權代表執行法律，以實現人民的

自我管制，並由具備專業法律知識的司法機關來監督或確保此一管制被適當地執

行。以上主張揭示了民主法治國家的二個基本原則與價值，民主正當性

（democratic legitimacy）與法律統治（rule of law）。在通常情況下，這二個原則

與價值是相互補充的。這是說，一方面，人民的自我管制由具嚴格普遍性、可預

期性的法律所保證，另方面，具嚴格普遍性、可預期性的法律奠基於人民代表對

法律規範內容的同意。然而，當法院對這二個原則與價值的重要性或優先性有不

同看法時，這個看法會影響到法院如何定位自身與國會和行政機關的關係。也就

是說，此時的法院會採取一種特定的權力分立的觀點，而這種觀點也會影響到她

如何解釋和適用法律。32 

                                                      
32   如 Paul Brest 曾清楚指出的，對民主正當性價值的重視程度有多高，會直接影響法院的解釋

方法，而對不同解釋資源的側重，也會直接影響法院採取哪一種更細緻的解釋方法。具體地

說，Brest 認為，解釋憲法或法律應以憲法或法律通過時所承載的人民意志為解釋基準的原

意主義（originalism）對美國人一直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的理由在於，許多美國人認為制憲

者或立法者在制憲、修憲、立法、修法時的意圖是解釋憲法或法律時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因

為它們承載著人民透過憲法或法律的設計與執行所要自我管制的內容與目標。此外根據不

同的辨識制憲者、立法者原意的方法，原意主義還可以進一步區分為文本主義與意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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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若法院認為民主正當性比法律統治更為基礎，則法院通常會認為

法院解釋法律的目標在於通過法律的國會的意志，此時的法院是代表大多數人民

的國會的「忠實代理人」（faithful agent）。在這個前提下，當法院面對的法律文義

過於概括、不明確、導致荒謬結果時，法院會研究立法史資料，分析代表大多數

人民的國會在通過法律時對該法律的期望，以此釐清、佐證，甚至推翻法律文義。

換言之，當法院抱持一種民主正當性比法律統治（的嚴格普遍性）更為優先的信

念時，則她會認為代表人民的國會在制定法律時的意圖優先於法律文本的文義，

且主張她應該忠實地按照立法者原意解釋、適用法律。這樣，當她面對法律文義

不明確的案件時，她的責任就在於辨識出法律文義所奠基的立法者原意，並以立

法者原意來證成法律文義的解釋。具體地說，當法律文義似乎無法提供合理答案

時，法院能夠用以釐清文義的資源至少有「法律文義的可能範圍」和「國會議員

通過該法律的意圖」。若法院認為僅當法律文本的文義能被國會議員的意圖證成

時法律文本的文義才具正當性，則法院實質上是主張，通過該法的國會議員的意

圖或期待是更具有優先性或排他性資源（primary or exclusive source）。33美國學

者與法官將這種主張稱為意圖主義（intentionalism）。 

然而，當我們用「意圖」這個概括用詞來指稱國會議員的想法時，這個詞可

能同時指涉幾種對象，如通過該法的國會議員們曾針對特定事項所表達的特定意

見或意圖（specific intent）；又如提案人在委員會所陳述的立法目的（purpose）；

再如，該法未規定、通過該法的國會議員也未曾討論過的事項，但我們想像當時

國會議員若討論該事項的話會怎麼想（what the law-makers would have intended）。

它們之間的差別在於意圖的概括程度，以及是否使用了想像式重構（imaginative 

                                                      
請見 Paul Brest, The Misconceived Quest For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60 B. U. L. REV. 204, 
204-05 (1980). 以及 WILLIAM N. ESKRIDGE, JR., PHILIP P. FRICKEY AND ELIZABETH GARRETT, 
LEGISLATION AND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211-12. (說明當法官對國家總體目標、政體原則

和價值採取不同觀點時，解釋方法也會有相應的意圖主義、文本主義、實用主義的差異) 
33   如在 Church f Holy Trinity v. United States, 143 U.S. 457 (1892)，主筆判決主文的 Brewer 大法

官主張，法律解釋的原則之一是，即便法律所用的字詞指涉了某事物，但若該字詞是不在法

律的精神、制定它的立法者的意圖之中的，則不能說某事物被涵蓋於該法律之中。(It is a 
familiar rule, that a thing may be within the letter of the statute and yet not within the statute, 
because not within its spirit, nor within the intention of its makers.) 請見 Church f Holy Trinity v. 
United States, 143 U.S. at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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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來推測立法當時的國會對未曾討論的議題的看法。34 

但當法院主張法律統治的價值高於民主正當性，或更強調民主正當性的實現

必須由法律的嚴格普遍性與可預測性來確保時，情況又有所不同。此時法院可能

會主張，代表人民的立法者制定成文法（statutes, written law）的目的就在於使所

有人都可理解的文義承載著立法者的期待，並使所有人可以因此理解同一部法律，

因而使該部法律具有嚴格普遍性和可預期性的效果。依此，當解釋法律時，捨棄

文義和與文義相關的資源而去辨識立法者原意，將會侵蝕法律統治以至民主正當

性，這就做成本末倒置的結果。再者辨識立法者的主觀原意是非常困難的，它難

以避免法院的主觀偏好影響辨識工作，因此，法院不應該捨棄不被法院主觀信念

影響的文義不用，而去追尋會被法院主觀信念影響的立法者原意。而當法院更追

求使民主與法治得以實現的法律的「客觀可識性」（objective intelligibility）時，

她通常不會將自身定位為國會的忠實代理人，因為那意謂著她是必須忠實執行國

會意志的僕人、代理人，是低了國會一級的機關；反而，她通常會認為她與國會

處於同等位階，國會制定出承載著人民意志的法律，而法院就確保此一具客觀可

識性的法律，不被其他機關影響，如其所是地（as what it is）被解釋與適用，貫

徹人民意志。對進行法律解釋時，法院應首先追求法律文本的文義的主張，學者

們稱之為「明確文義原則」（plain meaning rule）或「文本主義」（textualism）。 

具體來說，文本主義指在解釋法律時，法律條文的文義（language, meaning, 

or text of a legal provision）是具有優先性或排他性的資源（primary or exclusive 

source）。因為法律文義承載著代表人民的立憲者與立法者的意圖，是該意圖最具

確定性的指示。例如，法學家 Black 認為，如果要探究憲法本身的意圖，就要從

憲法的明確文義（the apparent meaning of the words）著手，因為這些字的明確文

義是立憲者用來表達立憲意圖的，除非，對明確文義的解釋會導致荒謬、歧義、

矛盾的結果。35前首席大法官 Marshall 也主張，除非會導致矛盾，否則憲法個別

條文的字義與該條文的精神同等重要，因為憲法個別條文的精神就聚集在該條文

                                                      
34   請見 WILLIAM N. ESKRIDGE, JR., PHILIP P. FRICKEY AND ELIZABETH GARRETT, supra note 32, at 

214-22; WILLIAM N. ESKRIDGE, JR., DYNAMIC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14-26; William N. 
Eskridge, Jr., Dynamic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135 U. PA. L. REV. 1479, 1479-80 (1987). 

35   HUGO BLACK, HANDBOOK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S 20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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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義中。36依此，文本主義主張，由於憲法或法律的明確文義承載、展示人民

透過憲法或法律所欲揭示的精神或目的，因此，一般人民而非專家會使用且能理

解的明確文義才是法律解釋具優先性或排他性的解釋資源，且法院對明確文義的

直接解釋也可避免荒謬的解釋結果。37 

事實上，在通常情況下，幾乎所有法院都會主張明確文義原則，問題在於，

當法院面對法律文義確實不明確，與文義直接相關（text-based or text-linked）的

所有資源也都不足以合理地釐清文義時，對於法院是否可使用立法史資料來釐清

文義的問題，會有許多不同的立場。若法院認為不僅可以使用，且立法者原意要

更優先於（trump）文義，則這是意圖主義，且明確文義原則變成「柔性明確文義

原則」（soft plain meaning rule）；38若法院認為只在極少數困難情況，才能探詢立

法者原意，且目標僅止於找出能夠釐清文義的線索，則這是文本主義；若法院認

為完全不應該探詢立法者原意，且所有與文義相關的資源已足以釐清不明確文義，

則這是「剛性文本主義」（strong textualism），或「新文本主義」（new textualism）。39 

由於意圖主義之內不同立場的差別僅在於概括程度與是否使用想像式重構

的，為了行文簡潔，我將之統稱為立法目的主義（Purposivism）。40而文本主義之

內的不同立場，我將 Eskridge 所指稱的 Scalia 版本的新文本主義稱為剛性文本主

義，以強調它對立法史資料的完全拒斥與對嚴格權力分立的堅持。 

以下我以相關案例及其解釋方法來說明，1980 年代的聯邦最高法院的主流

法律解釋方法的發展。 

                                                      
36   請見 Brest, supra note 32, at 206. 
37   明確文義原則的論理方式請參考 Nix v. Heddon, 149 U.S. 304 (1893). 此案爭點在於，「番茄」

（tomato）是不是 1883 年關稅法（the Tariff Act of 1883）所涵蓋的「蔬菜」（vegetable）。法

院主張，此案應以番茄在商業和貿易活動中的一般意義（ordinary meaning）為解釋重點，而

兩造所爭執的番茄的字典意義在此案並不能視為彼此對立的證據，而只是用來幫助法院記

憶與理解什麼是人們通常使用的番茄的一般意義的工具。請見 Nix v. Heddon, 149 U.S. at 306-
7. 

38   請見 WILLIAM N. ESKRIDGE, JR., PHILIP P. FRICKEY AND ELIZABETH GARRETT, supra note 32, at 
223-27; William N. Eskridge, Jr., The New Textualism, UCLA L. Rev. 621, 626-30 (1989-1990). 

39   See id. at 227-30; William N. Eskridge, Jr., supra note 38, at 650-56. 
40   這不意謂著本文沒有認知到立法目的主義與意圖主義之間的差異，只是暫時以化約的方式

處理，意圖主義內部的路線問題與細微辯論筆者將留待其他論著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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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立法目的主義 

當適用於個案事實的相應法條的文義非常明確時，法院通常以該法條的「明

確文義」（ordinary or plain meaning）來解釋相應法條的意義。畢竟在通常情況下，

法律的明確文義和立法目的應該是「融貫的」。但有幾種情形，法院會以考據「立

法史」（legislative history）所得出的「立法者意圖或目的」（legislature’s intent or 

purpose）為最優先。 

第一種情形是，適用於個案事實的法條的文義是明確的，此時法院為了強調

她對文義的解讀是正確的，而以立法者意圖或目的來強化（reinforce）她對文義

的解釋；第二種情形是，適用於個案事實的法條的文義是不明確的，此時法院為

了強調她對文義的解讀是正確的，而以立法者意圖或目的來釐清（clarify）她對

文義的解釋；第三種情形是，被認為應適用於個案事實的法條的文義導致了荒謬

的結果，此時法院以文義違反立法者原意或目的為由，推翻（invalidate）文義解

釋，而以立法者原意或目的另做解釋；第四種情形是，被認為應適用於個案事實

的法條的文義與該法的立法者原意或目的衝突或不一致，此時法院以文義違反立

法者原意或目的為由，推翻文義解釋，而以立法者原意或目的另做解釋。也就是

說，在第三種與第四種情形中，立法者原意或目的勝過（trump）文義解釋。 

在以上四種情形中，第二至四種情形，文本主義都不具有解釋判準的優先地

位。至於第一種情形也很難得出文本主義優先的情形，因為文本主義優先意謂著

根本無須考察法律史資料，只要直接按明確文義做出解釋即可。詳言之，在第一、

二種情形，法院考察立法史資料後的解釋還與文義保持一致性，但在第三、四種

情形，法院甚至在文義沒有歧義、文義涵蓋了當前案件事實的前提下，根據立法

史資料的考察結果，以明確文義導致荒謬結果或違反立法目的為由，對系爭條文

另做立法目的解釋。因此，此時的法律解釋以立法目的解釋為主，或說，此時的

明確文義原則是柔性的，處於可被立法目的或立法者意圖凌越的狀態。以下我用

幾個案件來說明這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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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目的主義發展 

案例一：Church of Holy Trinity v. United States41 

19 世紀末，美國聖公會的聖三一教堂從英國聘請了一位聖公會牧師前來該

教會牧會，且幫他支付了旅費，這明確違反了 1885 年聯邦國會制定的反移民與

外籍勞工法，該法規定， 

任何人、商行、合夥關係、公司，以任何方式預付任何外籍人士交

通費用，或以任何方式協助、鼓勵任何外籍人士進入或移居我國與

我國轄區、特區，或以任何口頭表示或特別註明、明示或暗示的契

約或協議，約定上述外籍人士在我國與我國轄區、特區從事任何勞

務或服務，都是非法的。42 

但某些情形或職業為例外，1885 年反移民與外籍勞工法第五條規定， 

本法不能解釋為禁止某些新興產業的外籍人士進入我國服務（但必

須滿足二個條件，合眾國尚未建立該新產業，且除非透過此方式，

否則合眾國無法建立該新興產業），也不能解釋禁止外籍專業演員、

藝術家、教授、歌手進入我國服務，也不能解釋為禁止雇用外籍人

士進入我國擔任個人或家庭的僕人。43 

1885 年反移民與外籍勞工法法試圖以盡可能廣泛的方式涵蓋規範對象，文

義也算相當明確，例外情形也很清楚。而規範例外情形的第五條的存在，似乎也

表示美國國會在立法當時的確以非常概括的用詞來廣泛地涵蓋除例外情形外的

所有外籍人士。但聯邦最高法院裁定，該教堂與英國籍牧師的聘約並未違反 1885

                                                      
41   Church of Holy Trinity v. United States, 143 U.S. 457 (1892). 
42   Act of February 26, 1885, Ch. 164, 23 Stat. 232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company, 

partnership, or corporation, in any manner whatsoever, to prepay the transportation, or in any way 
assist or encourage the importation or migration of any alien or aliens, any foreigner or foreigner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its Territories, 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under contract or agreement, parol 
or special, express or implied, made previous to the importation or migration of such alien or aliens, 
foreigner or foreigners, to perform labor or service of any kind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Territories, 
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43   Id. at sect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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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反移民與外籍勞工法，前審判決被撤銷，並命聯邦巡迴法院應參考聯邦最高法

院判決意見來重新審理。 

聯邦最高法院在該案主張，雖然該案系爭法律使用了非常廣泛的語詞來禁止

例外情形以外的一切外籍人士的勞務或服務。然而，法院主張，勞務（labor）一

詞的共通或一般意義（common or ordinary meaning）指涉的是體力勞務（manual 

labor），國會透過這個詞所要限制的是體力勞動者（manual laborer），而非腦力勞

動者（brain toiler）。44且考察立法史資料可知，「國會二院通過這個非常嚴密的法

律，是要盡可能防止國內企業引進廉價外籍勞工並因此剝奪本國勞工或專業人士

的就業機會，然而國會絕不可能禁止『美國這個基督教國家』引介神職人員進入

我國做牧靈工作」。45因此，根據「即便法律所用的字詞指涉了某事物，但若該字

詞是不在法律的精神、制定它的立法者的意圖之中的，則不能說某事物被涵蓋於

該法律之中」的原則，法院認定 1885 年反移民與外籍勞工法的禁止對象不涵蓋

外籍神職人員，前審的判決被廢棄並發回重審。46 

Holy Trinity 案的判決屬於以上四種情形中的第三種情形或第四種情形，這

是說，法律的文義很明確，但文義適用的結果荒謬（基督教國家卻禁止聖公會教

會聘請英國聖公會牧師從事牧靈工作）或文義違反立法者意圖（立法者僅意圖限

制外籍體力勞動者，但其文義卻將非體力勞動者一併涵蓋進來），因此以立法目

的為解釋判準，取消前審法院對 1885 年反移民與外籍勞工法的文義解釋。 

 

案例二：TVA v. Hill47 

1967 年，在促進工作機會並改善土石流失狀況上富有政績的田納西河谷管

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以約 107 萬美金的聯邦經費在田納西州勞登

                                                      
44   Holy Trinity, 143 U.S. at 463-64. 
45   Holy Trinity, 143 U.S. at 464-71. 
46   Holy Trinity, 143 U.S. at 472 (“It is the duty of the courts, under those circumstances, to say that, 

however broad the language of the statute may be, the act, although within the letter, is not within 
the intention of the legislature, and therefore cannot be within the statute.”). 

47   TVA v. Hill, 437 U.S. 153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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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Loudon County, Tennessee）的河域中蓋了一座泰利可水壩（the Tellico Dam），

並在 1975 年時接近完工。但一份生態學家的報告顯示，該河域有一種極為稀少

的坦氏小鱸魚（Snail Darter），並以分佈於該河域的水生昆蟲為食。若泰利可水

壩開始運作，該河域的生態系統將會改變，從而坦氏小鱸魚將因食物減少甚至沒

有食物而滅絕。當地環保團體向聯邦內政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Inferior）申請將坦氏小鱸魚列為瀕危物種（endangered species），其棲息地列為關

鍵棲息地（critical habitat），並經審議同意。而後，以 Hill 為首的環保團體以 TVA

興建中的泰利可水壩違反 1973 年瀕危物種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 of 1973）

對瀕危物種及其關鍵棲息地的高度保護為由，向聯邦法院申請禁止繼續興建的禁

令。 

1973 年瀕危物種法第七條規定， 

內政部長和其他聯邦部門與機關必須確保其所授權、撥款支持、執

行的計畫，不得危及瀕危物種的生存，也不得導致被內政部長認定

為關鍵棲息地的區域被破壞或改變。48 

聯邦最高法院在此案清楚指出，1973 年瀕危物種法第七條的文義非常明確，

它要求所有聯邦部門與機關必須無例外地確保其所有行動不得危及瀕危物種和

關鍵棲息地。49但另方面，判決主文指出，由於上訴人與提出不同意見的大法官

認為，1973 年瀕危物種法第七條的明確文義解釋和國會當時的意圖不同。那麼，

為了回應上訴人與提出不同意意見的大法官，多數意見必須暫時擱置明確文義的

一般意義，且援引立法史來說明，國會在立法時的意圖與目的確實是要使瀕危物

                                                      
48   Pub. L. 93-205, §7, Dec. 28. 1973, 87 State. 892. (“The Secretary shall review other programs 

administered by him and utilize such programs in furtherance of the purpose of this Act. All other 
Federal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shall, in consultation with an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Secretary, 
utilize their authorities in furtherance of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by carrying out program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endangered species and threatened species listed pursuant to section 4 of this Act 
and by taking such action necessary to insure that actions authorized, funded, or carried out by them 
do not jeopardize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such endangered species and threatened species or 
result in the destruction or modification of habitat of such species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Secretary, after consultation as appropriate with the affected States, to be critical.”). 

49   TVA, 437 U.S. at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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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的保護具有更高的優先性。50在長達近 20 頁的立法史資料分析後，多數意見

主張，立法者意圖的解讀一致於明確文義，但上訴人與提出不同意意見的大法官

們的解讀則不一致。51 

Hill 案的判決屬於以上四種情形中的第一種情形，這是說，法律的文義很明

確，但為了強化對明確文義的解釋，法院援引立法史資料來證明，立法者意圖與

目的一致於立法者所選擇的明確文義。換言之，此時立法目的成為明確文義的佐

證，強化了 1973 年瀕危物種法第七條的明確文義解釋。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

行政機關或提出不同意見的大法官，也都訴諸立法目的主義的進路。差別在於，

他們訴諸的是第三、四種情形，以立法目的或國會意圖來推翻明確文義。 

案例三：INS v. Cardoza-Fonseca52 

Luz Marina Cardoza-Fonseca 女士本來是尼加拉瓜公民，在遭到 Sandinista 解

放陣線政府的拘禁與刑求後，偕同她的弟弟潛逃至美國。美國移民與歸化局（The 

United States Immigration & Naturalization Service, INS）試圖驅逐 Cardoza-Fonseca

女士出境，但 Cardoza-Fonseca 女士援引 1952 年移民與國籍法（Immigration & 

Nationality Act of 1952）與 1980 年難民法（The Refugee Act of 1980）尋求政治庇

護。然而，移民與歸化局表示，Cardoza-Fonseca 女士的情形無法滿足 1952 年移

民與國籍法的第 243 條第 h 項第 1 款或 1980 年難民法第 208 條第 a 項，因此司

法部長無法中斷驅逐程序或給予政治庇護。於是，Cardoza-Fonseca 女士向聯邦法

院申請 INS 驅逐或遣返程序的禁制令。最後，聯邦最高法院裁定，Cardoza-Fonseca

女士的情形滿足 1980 年難民法的規定，司法部長可以給予 Cardoza-Fonseca 女士

其政治庇護。 

1952 年移民與國籍法第 243 條第 h 項第 1 款規定， 

如果司法部長確定一個外國人將因其種族、宗教、國籍、曾參與之

特定社會團體、曾發表之政治意見，而在某國受到生命或自由的威

                                                      
50   TVA, 437 U.S. at 173 (1978). 
51   TVA, 437 U.S. at 174-193 (1978). 
52   INS v. Cardoza-Fonseca, 480 U.S. 421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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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則司法部長不可驅逐或遣返該外國人至該國。53 

1980 年難民法第 208 條第 a 項規定， 

司法部長有裁量權賦予一位身處美國本土的外國人以政治庇護，

只要該外國人符合本法第 101 條第 a 項第 42 款第 A 目的定義。 

1980 年難民法第 101 條第 a 項第 42 款第 A 目規定， 

難民一詞意指…任何並未處於其最近所居住的國家的人，其未能

或不願意回該國，且自己未能受到該國保護，所謂自己未能受到該

國保護指的是，該人士將因為其種族、宗教、國籍、曾參與之特定

社會團體、曾發表之政治意見，而受到該國的司法追訴，或對於自

己將受到該國的司法追訴有很有根據的懼怕（well-founded fear）。54 

在 1984 年，聯邦最高法院曾在 INS v. Stevic 案中裁定，只當將被遣返者能夠

出示當他被遣返後有50%以上的可能性會遭到司法追訴的證據時，才能滿足1952

年移民與國籍法第 243 條第 h 項第 1 款的規定。55而 Cardoza-Fonseca 女士未能

提出具有 50%以上可能的明確可能性（clear probability）的證據要求，故 1952 年

移民與國籍法無法適用。INS 主張，1980 年難民法的「很有根據的懼怕」也要求

明確可能性。 

Cardoza-Fonseca 案由大法官 Stevens 領銜提出多數意見的判決主文，Stevens

指出，1980 年難民法對舉證責任規定的文義很明確。然而，發出不同意意見的三

位大法官卻認為相關條文的文義不明確，是具有歧義的。Stevens 認為，從文義

可以很明確地看出，1980 年難民法第 101 條第 a 項第 42 款第 A 目的舉證責任規

定，比 1952 年移民與國籍法第 243 條第 h 項第 1 款規定寬鬆，二者適用不同標

準。1980 年難民法要求的是低於 50%可能性的具主觀向度的證據，只要申請人

                                                      
53   8 U.S.C. § 1253(h) (1982). 原為 Immigration & Nationality Act of 1952, Pub. L. 82-414, Ch. 477, 

§243 (h), June 27, 1952, 66 Stat. 163, 214 (1952). 
54   8 U.S.C. § 1101(a) (42) (A) (1988). 
55   INS v. Stevic, 467 U.S. 407, 429-30 (1984) (“…it is more likely than not that the alien would be 

subject to prosecution in the country to which she would be returned.”). (emphasis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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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出過去曾被追訴的客觀證據，或提出自己確實恐懼未來的追訴的好理由即

可。56雖然多數意見認為 1980 年難民法文義非常明確，但立刻將焦點轉至立法

史的考察，並指出立法者以不同用語制定 1980 年難民法，是為了符合國際協議。

Stevens 還指出，根據國會二會協商委員會（conference committee）的記錄，協商

委員會否決了統一 1952 年移民與國籍法和 1980 年難民法的舉證責任規定的提

案。因此，多數意見認為，其所考察的立法者的意圖或目的一致於其所解讀的明

確文義。57 

Cardoza-Fonseca 案的判決屬於以上四種情形中的第二種情形，1980 年難民

法的舉證責任規定的文義並不明確。58為了佐證對不明確文義的解釋，法院援引

立法史資料來證明，立法者意圖與目的一致於立法者所選擇的文義。 

案例四：Diamond v. Chakrabarty59 

1972 年，微生物學家 Ananda Chakrabarty 博士利用基因重組技術改造了帚形

菌屬（Pesudomonas）的菌種，此新型帚形菌屬的菌種可更有效地吞噬原油的各

種碳化氣。與傳統上使用混合微生物來分解原油相較，此一新菌種可更有效地分

解原油，並降低環境汙染成本，Chakrabarty 博士向美國專利與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提出專利申請。但專利審查委員僅核

准培育細菌的方法發明，而駁回了新型菌種本身的發明專利申請。 

專利審查委員主張，此申請案之菌種雖為人工培育，但自然也可突變出相同

的菌種，因此申請之菌種為「自然產物」，按過去先例所建立的「自然產物不得

                                                      
56   Cardoza-Fonseca, 480 U.S. at 430-32 (主筆的 Stevens 大法官非常有自信地說，這個一般而明

確的文義絲毫不可能打折扣“This ordinary and obvious meaning of the phrase is not to be lightly 
discounted”，且 Stevens 大法官在該判決主文中屢次使用 ordinary, obvious, plain meaning, on 
face 等詞，由此可知，多數意見認為 1980 年難民法的舉證責任規定的文義非常明確。). 

57   Cardoza-Fonseca, 480 U.S. at 432-43. 
58   雖然多數意見認為，法律的文義相當明確，但提出不同意意見的三位大法官卻認為很不明

確。主筆不同意意見書的 Powell 大法官的反駁並非沒有道理，Stevens 大法官將文義的解釋

著重在具主觀向度的「fear」，但卻忽略了 fear 的狀態是建立在「well-founded」前提上，而

well-founded 是具客觀向度的。因此，我將此案歸類為文義並不明確的情形，請見 Cardoza-
Fonseca, 480 U.S. at 459-61 (Powell, J., dissenting). 

59   Diamond v. Chakrabarty, 447 U.S. 303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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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與專利原則」，此項申請應予駁回。再者，專利法第 101 條雖然沒有明文排除

「活的微生物」，但從專利法的立法者原意和用詞來看，專利法所欲授予專利的

對象並不包含此案之自然產物的細菌。況且，若將專利法第 101 條解釋為包含活

的微生物，則日後所有被人工培育、製造出來的微生物或任何多細胞生物都將成

為專利標的，則勢必將打開可專利性水門（flood gate of patentability）。 

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規定， 

在符合本法之條件與要求下，任何新穎的、實用的方法、機械、製

成品、組合物的發明或發現，或前揭事項之改良，均可授與專利。60 

Chakrabarty 博士不服美國專利與商標局的審查結果，就第二項申請之核駁

向專利訴願暨衝突委員會（Board of Patent Appeals and Interferences, BPAI）提出

訴願，BPAI 仍然維持 USPTO 的裁定，但理由不同。USPTO 主張專利法第 101

條所規定的標的並不涵蓋自然產物，USPTO 認定新型菌種是自然產物，因此新

型菌種不能申請專利。雖然 BPAI 認為，新型菌種由人工培育改造而成，已不是

自然產物，但卻指出，專利法第 101 條不容許活的生命體成為可專利標的。由於

Chakrabarty 博士研發的新型菌種是活的微生物生命體，因此不是可專利的標的。 

Chakrabarty 博士對 BPAI 的裁決仍然不服，故向關稅與專利上訴法院（the 

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 CCPA）提起上訴。CCPA 的多數意見主張，

BPAI 對專利法之解釋是錯誤的，申請專利之標的是活物或非活物根本沒有法律

上的重要性，而 USPTO 認定此案申請標的為自然產物也是有問題的。CCPA 認

為，依 In re Bergy 案 61，實驗室所製之鍊球菌純培養物是可專利標的，因該鏈球

菌是「人為狀態」之自然微生物，在自然界中並不存在。CCPA 亦明白指出，以

立法者原意來做審查指引是不恰當的，因為專利法以促進產業發展為目的而制定，

因此，當考量何者得成為可專利標的時，不應該僅僅受限於立法時之立法者原意，

而應該考量受專利法保護之產業之實際發展。在此前提下，當立法後 20 年基因

                                                      
60   35 U.S.C., § 101 (1952) (“Whoever invents or discovers any new and useful process, machine, 

manufacture, or composition of matter, or any new and useful improvement thereof, may obtain a 
patent therefor,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this title.”). 

61   In re Bergy, 596 F. 2d 952 (CCPA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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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新技術被發明出來，且符合所有專利法要件時，基因工程技術及其產物成為

專利法及其 101 條所欲保護的對象是理所當然的結果。因此，CCPA 廢棄 BPAI

的裁定，若 USPTO 不上訴，則應就新型菌種授予專利。 

USPTO 局長 Sidney A. Diamond 支持局內審查委員和 BPAI 的裁定，故就

CCPA 之判決結果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同意其聲請並廢棄 CCPA 原裁

定，要求 CCPA 就此案與 Parker v. Flook 案 62進行關聯考察之重審。CCPA 根據

聯邦最高法院指示之方式重審後仍以 4 比 1 做出與先前相同的裁決結果。

Diamond 局長仍然不服，再次上訴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再次同意受理。這一

次，最高法院以 5 比 4 的微弱多數維持了 CCPA 的判決。 

Burger 首席大法官提出多數意見的判決主文，Burger 首席大法官首先說明專

利法的背景。專利法的制定植基於憲法第一條第 8 項第 8 款，該條款授權國會為

了促進科學和實用技術的發展的目的，而制定法律賦予發明家和技師在有限期間

內對他們的發明與技藝擁有排他權。基於這個憲法要求，國會期望其所制定的專

利法在促進科學和實用技術發展的同時，能夠將一種積極的影響帶入社會，這是

說，通過將新產品和新的製成品帶入經濟領域中，人民的就業率能夠提高，而人

民的生活也會更好。其次，Burger 首席大法官指出，此案的最核心問題在於，如

何解釋專利法第 101 條，更確切地說，對此條的解釋必須要能回答「Chakrabarty

博士發明的新菌種是否為專利法第 101 條所規定的製成品或組合物」的問題。63 

此外，Burger 首席大法官還主張，此案的法律解釋必須依循二項原則進行，

首先，對條文用語的意涵的解釋必須要使用通常的、當前的意義。其次，不可將

國會未曾表達過的限制和條件引入對專利法的解釋。64根據這二項原則，Burger

大法官指出，國會在制定專利法時，顯然有意使用概括語詞以將專利法適用於非

常廣泛的範圍。且從 1952 年修訂專利法時的委員會記錄也可佐證國會有意將可

                                                      
62   Parker v. Flook, 437 U.S. 584 (1978). 
63   Chakrabarty, 447 U.S. at 307 (“The question before us in this case is a narrow one of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we must determine whether respondent’s microorganism constitutes a ‘manufacture’ 
or ‘composition of matter’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statutes.”). 

64   Chakrabarty, 447 U.S. at 308 (1980) (“…should not read into the patent laws limitations and 
conditions which the legislature has not exp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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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的客體擴大到涵蓋陽光下任何人造之物。65但 Burger 首席大法官隨即說明，

所謂「陽光下任何人造之物」並非毫無限制，或者說，國會雖然希望專利法盡可

能擴大涵蓋範圍，但並非所有發現都包含在內。如過去先例所排除的「自然法則」

（laws of nature）、「物理現象」（physical phenomena）、「抽象概念」（abstract ideas），

就不包含於專利法第 101 條可授予專利的範圍中。Burger 首席大法官舉了二個例

子，在地球上發現的新礦物或新植物，愛因斯坦提出的質能互換公式和牛頓的萬

有引力定律，因為屬於自然法則和物理現象而不在可授予專利的範圍中。 

 依上述背景和原則，並與 Funk Brothers Seed Co. v. Kalo Inoculant Co.案 66之

判決做比較後，Burger 首席大法官主張，新型帚形菌屬是可專利的。因為 Funk

案的專利申請標的僅僅是發現了一些「自然產物」、「每一種品種都一如既往地保

持相同的功效，即便將它們組合起來也沒有增進任何原本的功能。它們一直呈現

既有的自然狀態，與專利申請人的努力無關。」67。但此案的專利申請標的卻與

所有在自然中發現之細菌具有「顯著差異」（markedly different），因此，Chakrabarty

博士並非發現自然產物，而是發明了新產物。68。換言之，Chakrabarty 博士製造

出一個不屬於自然法則，與原有菌種具有顯著差異的新型菌種，因此是被專利法

第 101 條所涵蓋的可專利發明。 

此案是上述四種情形中的第二種，而且非常典型。因為專利法第 101 條的確

使用意義不明確的概括性文義，其次，不論多數意見或不同意意見，都試圖從立

法史資料中探求立法者原意或目的以佐證各自對概括性文義的解釋，且都宣稱，

自己對立法者原意和目的的解讀才一致於文義。 

 

                                                      
65   Chakrabarty, 447 U.S. at 309 (“include anything under the sun that is made by man.”). 
66   Funk Brothers Seed Co. v. Kalo Inoculant Co., 333 U.S. 127 (1948). 
67   Chakrabarty, 447 U.S. at 310 (“…the patentee had discovered ‘only some of the handiwork of 

nature’… Each species has the same effect it always had. The bacteria perform in their natural way. 
Their use in combination does not improve in any way their natural functioning. They serve the 
ends nature originally provided and act quite independently of any effort of the patentee.”). 

68   Chakrabarty, 447 U.S. at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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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法目的主義作為主流解釋方法 

從 20 世紀中期至 20 世紀 90 年代前，除法律具明確文義，且無荒謬結果或

違反立法目的的第一種情形外，聯邦最高法院多以立法目的主義為優先來處理第

二、三、四種情形。換言之，此時期的主流制定法解釋方法是，立法目的主義為

最優先，文本主義次之，或說，明確文義原則次之。69而這也就是說，相較下，

文本主義是柔性的（soft textualism or soft plain meaning rule），而立法目的主義是

較強硬的（harder purposivism）。這個時期的發展，我將之稱為傳統制定法解釋進

路。 

傳統制定法解釋進路多持一種基本觀點，此觀點顯示法院如何看待自身與國

會的關係。這觀點是說，法院之所以以立法者原意或目的為判準來強化、佐證、

無效化文義解釋時，70是因為法院將立法者原意或目的視為法律的權威性以至意

義的根本基礎，且同時將自身視為立法者原意或目的的忠實執行者或代理人

（faithful agent）。這基本上是意圖主義者對民主最高性的理解，即，代表大多數

人民的立法者立法，而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則通過執行、解釋法律來貫徹人民的

意志，實現人民的自我管制。在這基本原則下，法院的工作是嚴格適用由大多數

人民組成的國會所制定的法律，當法律適用發生疑義時，探求、發現大多數人民

所組成的立法者的原意或目的，以正確實現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從而防止自身偏

好涉入法律解釋中；而法院在國家機關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國會的從屬者。因而，

以上基本原則蘊含著「階層式」的權力分立觀。 

如前述，傳統制定法解釋進路除了蘊含「階層式」的權力分立觀外，還蘊涵

一種解釋方法。這是說，當法律適用發生疑義時，為了扮演好自身的角色，法院

                                                      
69   請見 JOHN F. MANNING AND MATTHEW C. STEPHENSON,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 44-45, 

140-42 (2010) (說明 40 年代有利於立法目的主義發展的學界與司法界的思想資源，並指出

40 年代開始法院對立法史資料的使用的逐漸增強，直到 80 年代的高峰). 
70   最強硬的立法目的主義才會認為可以以立法者原意或目的來無效化、推翻明確文義，這種情

形並不常見，因此當我們說傳統進路是較強硬的立法目的主義時，並不是說它是最強硬的立

法目的主義，只是相對於柔性明確文義原則來說，它較為強硬而已。事實上，由於傳統進路

並非強硬的立法目的主義，且混合使用立法史考察和明確文義原則，故學者們常常稱傳統進

路為實用主義進路，當 Stevens 大法官在 Chevron U.S.A., Inc.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案（467 U.S. 837 (1984)）提到傳統的法律解釋方法時，指的也是實用主義或非

強硬立法目的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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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探求、發現立法者原意或目的。然而，這種解釋方法或許可以使用在當前個

案的爭執項曾被國會討論的情形中（因此法院可以考究立法史資料來發現國會意

圖），但似乎難以使用在當前個案的爭執項從未被國會討論的情形中。因為國會

未曾討論過，所以沒有事物可以被法院發現。但既然法院並非當時的立法者，無

法直接理解立法者的意圖，故法院能做的是，透過當時的立法資料來發現立法者

的原意，71正如以上例示的四個案子的多數意見所做的一樣。這種透過相關資料

找出當時立法者原意的做法雖然是一種發現，但也可歸類為一種想像。在這個意

義下，某些法官與學者認為，法院在使用立法史資料時，不僅可以發現立法者原

意，也可以在沒有個案爭執項未曾討論的脈絡中，想像更為抽象的問題「當時的

立法者將會如何看待當前的問題」來回應當前個案。由於這樣想像的結果是一種

重構。故又稱為想像式重構（imaginative reconstruction）。72 

                                                      
71   這些資料包括委員會記錄（Committee Reports）、提案人的提案（Sponsor Statements）、被放

棄或拒絕的提案（Rejected Proposals）、大會或聽證會的討論（Floor & Hearing Colloquy）、
本身非立法者的法案起草人的觀點（Views of Nonlegislator Drafters）、立法者有意不作為的

記錄（Legislative Inaction）、後續的立法史（Subsequent Legislative History）等。詳見 William 
N. Eskridge, Jr., supra note 38, at 632-640 (Eskridge 在此說明了法院曾用哪些立法史資料來發

現立法者原意，並根據它們對法律文義形成的影響程度劃分出可供參考的階層地位). 
72   請見 Roscoe Pound, Spurious Interpretation, 7 COLUM. L. REV. 379, 381 (1907); Richard Posner, 

THE FEDERAL COURTS: CRISIS AND REFORM 286-287 (1985). Eskridge 主張，想像式重構是由

Pound 提出，並由 Learned Hand 法官加以完善化，且由 Posner 教授在當代繼續呼應的一種

立法目的主義解釋方法，請見 WILLIAM N. ESKRIDGE, JR., PHILIP P. FRICKEY AND ELIZABETH 

GARRETT, supra note 32, at 2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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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剛性文本主義的興起 

傳統制定法解釋進路的想像式重構與忠實代理人或嚴格權力分立原則，在

80 年代遭受了強力的批判。這些批判可分為二類，分別為質疑立法目的主義的

發現或還原成果不可信賴，以及質疑忠實代理人的權力分立原則不僅不嚴格，還

混亂了國家機關間應有的份際。在這二類批評盛行的同時期，Scalia 法官進入了

聯邦最高法院。Scalia 大法官將自己原本擔任聯邦法官時期所抱持的較為緩和的

文本主義，改變為強硬的文本主義。伴隨著傳統進路飽受攻擊的風潮以及 Scalia

大法官在判決主文和意見書中持續倡議的剛性文本主義，傳統進路的主流地位就

逐漸地被瓦解。 

 

（一）對立法目的主義的批評 

1.解釋可信賴性批評 

想像式重構預設了，立法者原意或目的是可以被還原、重構或發現的。但這

個預設從 30 年代起就不斷受到法律實在論（legal realism）的擁護者，如 Max 

Radin 等人的挑戰。73根據 Radin，所謂還原或發現立法者原意或目的，充其量只

是解釋者自行建構出來的產物。因為，立法者原意或目的預設它屬於一個具確定

性的集合或單一的意圖，然而，實際上並不存在這樣的事物。 

假設有一位眾議院議員正在討論某個法案，他的意圖可能包括一系列複雜的

                                                      
73   如 Max Radi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43 HARV. L. REV. 863, 870-72 (1930) (質疑美國法院所沿

襲的立法者意圖表達於字詞中，因此法律解釋要探詢立法者意圖的原則。Radin 主張，立法

者意圖是不可能被發現的，因為我們難以說數百位國會議員對欲通過的法案的爭執項有相

同的相法，從而能成為一個確定的意圖。Radin 指出，即便立法者意圖表達於字詞中，但我

們能做的是解釋法律字詞以實現立法者意圖，而不是用想像的方式去理解法律，後者根本是

無稽之談); William Robert Bishin, The Law Finders: An Essay i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38 S. 
CAL. L. REV. 1 (1965); James Alexander Corry, The Use of Legislative Histor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tatutes, 32 CAN B. REV. 624 (1954); Jacobus TenBroek, Admissibility of Congressional Debates 
in Statutory Construc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25 CALIF. L. REV. 326 (1937); 
Frederick Reed Dickerso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 Peek into the Mind and Will of a Legislature, 
50 IND. L.J. 206 (1975); James McCauley Landis, A Note o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43 HARV. 
L. REV. 886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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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如個人看法、法律推論等，要去還原或發現這位國會議員具有確定性的單

一意圖，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雖然我們還是可以這樣做，但結論是否有足夠的

確定性是值得懷疑的。猶有甚者，當被設想的對象不再只是一位，還包括參與法

案形成的非國會議員、通過法案的兩個國會的所有議員、不行使否決權的總統時，

我們能在這一個整體中，在他們異常複雜的討論、說服、妥協、純粹服從黨團決

議、另有所圖等等過程中，發現具確定性的單一意圖嗎？如果在立法過程中，一

個具確定性的單一意圖實際上並不存在，那麼想像式重構倚賴的理論基礎就不存

在，從而想像式重構就無法成立，也不具推論正當性。 

到了 80 年代，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對重構立法者原意的合

理性提出新一輪攻擊。74Frank Easterbrook 法官曾根據公共選擇理論的論證來主

張，法官倚賴立法史資料來辨別立法者原意，結果跟法官自己胡亂猜想沒有兩樣。

因為針對立法過程的研究顯示，沒有這樣的單一意圖存在。75公共選擇理論對重

構立法者原意的攻擊可分為二方面，首先，若當前系爭問題當初不曾被立法者討

論過時，運用想像式重構方法的法官會說：「我們根據立法史資料所要探討的是，

針對當前的問題，當初的立法者會怎麼處理。」然而，當初的立法者會怎麼處理

他們未曾討論過的當前問題這個問題，本身就具備高度的變動性與不確定性，從

                                                      
74   請見 Daniel A. Farber & Philip P. Frickey, Jurisprudence of Public Choice, 65 TEX. L. REV. 873 

(1987) (Farber 和 Frickey 在這篇文章整理公共選擇理論對利益團體影響了國會的公共政策

形成與立法的批評，以及其他批判立法過程與公共政策形成的學說發展。但 Farber 與 Frickey
也批評，這些主張有相當部份對利益團體與公共政策形成間的關係的立論過於簡化，最後他

們分析反省立法過程的理論對於公共政策形成與公法的制定能有什麼法學上的意涵). Abner 
Joseph Mikva, Symposium on the Theory of Public Choice, 74 VA. L. REV. 167 (1988) (Abner Mikva
法官是一個柔性的或折衷的立法目的主義者，這篇文章對公共選擇理論提出質疑, “After 
studying the articles in this symposium, I realize why I have found it hard to read or to profit from 
the ‘public choice’ literature.”); Abner Mikva 法官的主張還可參考 A Reply to Judge Starr’s 
Observations, 1987 DUKE L. J. 380 (1980). 

75   Frank H. Easterbrook, Statutes’ Domains, 50 U. CHI. L. REV. 533, 547-48 (1983) (“Because 
legislatures comprise many members, they do not have “intents” or “designs,” hidden yet 
discoverable... it recognizes that courts cannot reconstruct and original meaning because there is 
none to find…This follows from the discoveries of public choice theory…In practice, the order of 
decisions and logrolling are not total bars to judicial understanding. But they are so integral to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that judicial predictions of how the legislature would have decided issues it did 
not in fact decide are bound to be little more than wild guess, and thus to lack the legitimacy that 
might be accorded to astute guesses.”). (emphasis added) 對 Easterbrook 法官的反駁以及批判反

省公共選擇理論的法學意涵，請見 Daniel A. Farber & Philip P. Frickey, supra note 73, at 90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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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根本無法正確地說出這個問題的答案。76所謂高度的變動性與不確定性，

意指在國會或任何集體討論與決策的場合中，要討論什麼議題、如何討論、以什

麼前提討論，都倚賴議事主持人如何安排議事，提供什麼可能選項供與會者討論

議案。然而，法官要如何確定當初由誰來主持議事、如何主持、如何提案，又要

如何確定在特定委員會或提案人或主持人主持的情況下會做出特定的決定。77 

公共選擇理論的第二個攻擊是，立法史資料本身是否如其表面記錄一樣傳達

或反映特定立法者原意，是值得懷疑的。提案人或討論者的言行通常是策略性的，

而不是真誠的。78例如，某法案提案人可能並未掌握足夠的票數，或是基於某種

政治交換的目的而提案，此時該提案人的提案說明可以視為提案人觀點，從而被

法院視為該法律的立法者原意嗎？以 Hill 案為例，聯邦最高法院使用提出瀕危

物種法法案的 Dingell 議員的提案說明，來佐證該法的立法者原意與目的在於給

予瀕危物種更具優先性的保護。但從上述國會運作的實際過程的批判來看，法院

有充分理由主張 Dingell 議員提案時的說明代表了後來投票支持的同儕議員，甚

至他自己的原意嗎？ 

如果對這個問題我們難以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那麼法院要怎麼使用大會記

錄或提案人的提案說明來設想甚至回答「針對當前的問題，當初的立法者會怎麼

處理」的問題。通過瀕危物種法的的國會，若在當時面對花了鉅額聯邦經費且即

將完工的泰利可水壩和坦氏小鱸魚只能保存其一的抉擇，真的會如聯邦最高法院

所認為的，不惜一切代價也要保存坦氏小鱸魚？很難說。既然很難說，那麼法院

以立法史資料來重構立法者原意的論證以至結論，就沒有堅實基礎。79 

                                                      
76   如 Eskridge 曾以 United Steelworks v. Weber, 443 U.S. 193 (1979)為例，說明想像式重構的問

題之一在於，「當初的立法者會怎麼想」這個問題會因為不同的問法而有不同答案，從而，

Rehnquist 大法官在不同意意見中運用想像式重構的立論，事實上大有問題。請見 WILLIAM 

N. ESKRIDGE, JR., PHILIP P. FRICKEY AND ELIZABETH GARRETT, supra note 32, at 218-20. 
77   請見WILLIAM H. RIKER, 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 (1982); Riker, The Paradox of Voting 

and Congressional Rules for Voting on Amendments, 52 AM. POL. SCI. REV. 349, 352-62 (1958). 
78    請見Morris P. Fiorina, Legislator Uncertainty, Legislative Control, and the Delegation of 

Legislative Power, 2 J. L. ECON. & ORG. 33, 49 (1986) (批評委員會本身經常難以代表整個議

會，從而其記錄的代表性難以信賴). 
79   Eskridge 與 Frickey 和 Garrett 在 2000 年將這個公共選擇理論對立法過程的批評再簡化為二

個概念—加總問題（aggregation problem）和歸因問題（attribution problem）。加總問題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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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權力分立正當性批評 

美國的傳統形式主義（formalism）主張，民主的基石在於國會創設法律、行

政機關執行法律、司法機關的法律解釋被法律的客觀意義限制。」這是說，當法

院以法律的客觀意義為前提並演繹出結論時，法院就是被嚴格限制個人裁量空間

的，這樣，法院可以解釋法律並避免恣意，扮演好自身所負責的司法機關角色。80 

依此，形式主義者可以在特定前提下贊同傳統進路。這特定前提是，立法史

考察所得出的立法者原意或目的就是法律的客觀意義。如果立法者原意或目的就

是法律的客觀意義，且法院在做立法史考察時能確實地辨識立法者原意或目的，

則這個考察當然限制法院做出個人裁量。81 

然而，更晚近的形式主義的發展是，對於立法史考察能夠獲得法律客觀意義

的傳統進路持質疑立場，因此主張應更謹慎使用立法史考察，或完全否認立法史

考察能夠獲得法律客觀意義。根據 Eskridge 的整理，82參與此時期討論的形式主

                                                      
述第一類批評，雜多的各種看法、算計難以加總為一個具確定性的意圖；歸因問題則是上述

第二類批評，我們難以將某國會議員的意見、陳詞視為立法者意圖的代表。Eskridge與Frickey
和 Garrett 認為，所有的 intentionalism，也就是本文用以統稱所有 intentionalism 的立法目的

主義，都共享這二個困難。請見 WILLIAM N. ESKRIDGE, JR., PHILIP P. FRICKEY AND ELIZABETH 

GARRETT, supra note 32, at 218-22. 
80   形式主義的基本概念請見 Frederick Schauer, Formalism, 97 YALE L. J. 509, 510 note 68 (1988) 

(“At the heart of the word “formalism,” in many of its numerous uses, lies the concept of decision-
making according to rule.”); 以及 Richard A. Posner, Legal Formalism, Legal Real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tatutes and the Constitution, 37 CASE W. RES. L. REV. 179, 180-182 (1987) (“I 
want it to mean the use of deductive logic to derive the outcome of a case from premises accepted 
as authoritative. Formalism enables a commentator to pronounce the outcome of the case as being 
correct or incorrect, in approximately the same way that the solution to a mathematical problem can 
be pronounced correct or incorrect.”). (emphasis added) 

81   Posner 法官曾精準表述形式主義者對於法官裁判與法律客觀意義之間的必然聯繫的信念，

請見 RICHARD A. POSNER, REFLECTIONS ON JUDGING 4-5 (2013) (“The character of legal formalism 
can be captured in such slogans as “the law made me to it” or “the law is its own thing.” The law as 
seen from the formalist perspective is a compendium of texts, like the Bible, and the task of the 
judge or other legal analyst is to discern and apply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compendium…”). 
(emphasis added) 

82   以下形式主義者的三個攻擊路線整理自 William N. Eskridge, Jr., supra note 38, at 6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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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者包括 Frank Easterbrook 法官、83Kenneth Starr 法官、84時任特區巡迴上訴法

院法官 Antonin Scalia 法官、James Buckley 法官、85Alex Kozinski 法官，86以及

1989 年司法部根據前述主張所做成的評估立法史考察的報告。87有些形式主義者

認為立法史考察不僅不可能獲得法律客觀意義，甚至還會使法官成為立法者。換

言之，即便某些形式主義者可以贊同法院應該作為國會的忠實代理人，但也不認

為這個職責可以透過立法史考察而實現，且還認為立法史考察會混亂了憲法所規

定的立法機關與司法機關之間的分際—立法機關把手伸進擁有解釋法律的權能

的法院手中。 

80 年代後，形式主義陣營對傳統進路的攻擊不斷增強。這時期的攻擊可以

區分為三個論證，而它們共通點在於強調文義解釋在權力分立框架上的正當性與

優先性。88 

第一個路線強調，文義解釋是防止國會篡奪憲法所賦予法院解釋法律權力的

必要條件，如 1989 年的司法部的立法史考察評估報告主張，國會通過法律或修

                                                      
83   請見 Frank Hoover Easterbrook, The Role of Original Intent in Statutory Construction, 11 HARV J. 

L. & PUB. POL’Y 59 (1988); Easterbrook, supra note 74, at 548; Frank Hoover Easterbrook,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Power of the Judiciary, 7 Harv. HARV J. L. & PUB. POL’Y 87 (1984); 判決

部份請見 In re Sinclair, 870 F.2d 1340 (7th Cir. 1989) (Easterbrook, J.); Marozsan v. United States, 
852 F.2d 1469, 1498-1501 (7th Cir. 1988) (Easterbrook, J., dissenting,); Wisconsin Knife Works v. 
National Metal Crafters, 781 F.2d 1280, 1291 (7th Cir. 1986) (Easterbrook, J., dissenting). 

84   請見 Kenneth W. Starr, Observations About the Use of Legislative History, 1987 DUKE L. J. 371 
(1987); 及其判決 United States v. McGoff, 831 F.2d 1071, 1080 n. 19 (D.C. Cir. 1987) (Starr, J.); 
American Mining Congress v. EPA, 824 F.2d 1177, 1190 (D.C. Cir. 1987) (Starr, J.);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v. EPA, 822 F.2d 104, 113 (D.C. Cir. 1.987) (Starr, J.);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v. Rose, 806 F.2d 1081, 1089-90 (D.C. Cir. 1986) (Starr, J.). 

85   請見 United States v. Nofziger, 878 F.2d 442, 447-49 (D.C. Cir.) (Buckley, J.), cert. denied, 110 S. 
Ct. 564 (1989); Overseas Educ. Ass’n, Inc. v. Federal Labor Relations Auth., 876 F.2d 960, 974-75 
(D.C. Cir. 1989) (Buckley, J., joined by Starr, J., concurring in part); IBEW Local 474 v. NLRB, 
814 F.2d 697, 715-17 (D.C. Cir. 1987) (Buckley, J., concurring). 

86   請見 Wallace v. Christensen, 802 F.2d 1539, 1559-60 (9th Cir. 1986) (Kozinski, J., concurring in 
the judgment). 

87   UNITED STATES DEP’T OF JUSTICE, USING AND MISUSING LEGISLATIVE HISTORY: A RE-EVALUATION 

OF THE STATUS OF LEGISLATIVE HISTORY I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1989). 
88   請見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The Theory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12 HARV. L. REV. 417, 419 

(1899). Easterbrook, supra note 82 (The Role of Original Intent in Statutory Construction), at 61; 
Starr, supra note 83, at 378 (1987). 判決請見 American Mining Congress v. EPA, 824 F.2d 1177, 
1190 n.19 (D.C. Cir. 1987) (Starr, J.); UNITED STATES DEP’T OF JUSTICE, supra note 86, at 20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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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法律的成果就是法律的文義，法院在解釋國會通過的法律時，處理的也是法律

的文義。如果法院在解釋法律時，不優先考察法律文義甚至忽略法律文義，反而

去優先考察甚至僅僅考察立法者原意或目的，則國會將可以藉此控制法院對法律

文義的解釋。在這種情形下，法院解釋法律文義的憲法功能等同於被國會篡奪，

憲法對立法權和司法權的區分所蘊涵的權力分立也會被打破。89 

第二個路線強調，文義解釋是防止法院篡奪憲法所賦予國會制定政策的立法

權力的必要條件。90Easterbrook 法官也主張，在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的政體中，政策（policies）是由大多數人民所選出的大多數代議士形成和制定的，

以實現人民的自我統治。雖然在某些情況下，法官不可避免地會做出影響政策的

判決，但若法官在解釋法律時考察立法史甚至根據立法史推翻明確文義，則無疑

將增加甚至大幅強化法官裁量政策的空間，這種政策裁量在代議民主體制中是不

正當的。91 

Starr 法官也指出，若法官在解釋法律時將探究的範圍從相對具體的文義擴

大到立法史的考察，則這將擴大法官能選擇的解釋，從而使得法官可以很容易地

從相對寬泛的解釋選擇中找到符合自己偏好的解釋。Starr 法官批評，法官在立法

史考察中能找到的只是他自己想找的答案。Kozinski 法官則批評，立法史考察所

能引用的資料幾乎可以用來支持所有命題。92Leventhal 法官更批評，從立法史考

察引用相關資料其實就是從一群人中挑出你自己的朋友罷了。93 

第三個路線強調，不論立法史考察引用的是提案人提案說明，或引用委員會

記錄，或甚至二院協商記錄，都會歪曲了憲法所規定的，所有國家機關在法律生

                                                      
89   請見 UNITED STATES DEP’T OF JUSTICE, supra note 86, at 34 (1989); Wallace, supra note 85, at 

1560 (Kozinski, J., concurring in the judgment) (強調法院在法律解釋上的獨特功能). 
90   如 Starr 法官，請見 American Mining Congress, 824 F.2d at 1190 note19 (Starr, J.). 
91   請見 Easterbrook, supra note 82, at 62-63 (1988). 
92   請見 Starr, supra note 83, at 376 (1987); 判決部份請見 Wallace, supra note 85, at 1559 (Kozinski, 

J., concurring in the judgmen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legislative history can be cited to 
support almost any proposition, and frequently is.”). 

93   請見 Patricia M. Wald,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Use of Legislative History in the 1981 Supreme 
Court Term, 68 IOWA L. REV. 195, 214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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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與適用過程中所扮演的結構角色。94美國憲法明確規定，法律生效的程序是參

議院和眾議院二院都通過該法律，且總統在不行使否決權的前提下簽署法律，或

在行使否決權後二院仍以足夠比例的票數通過該法律，換言之，法律通過和生效

的程序不僅僅是由單一國會或二會參與，連總統也參與其中。 

Starr 法官認為，若確定法律客觀意義不靠具體的文義而要靠立法者原意或

目的，而立法史的考察所引用的又總是、僅僅是立法機關在立法過程中某一環節

的資料，則這無異於扭曲甚至消除了憲法所規定的使法律生效的其他國家機關

（例如總統）的結構條件。再者，若總統和國會都是法律制定與生效的國家機關，

則立法史考察僅僅考慮其中一個機關甚至一個機關的一個環節時，其他機關的原

意就被忽略。95 

依此，這三個論證都蘊含一種與立法目的主義的階層式權力分立觀極為不同

的觀點，即司法機關與立法機關應嚴格分立，不可干預憲法賦予彼此的功能。由

於司法機關不從屬國會，因而，忠實代理人原則、階層式的權力分立觀是錯誤的。 

 

（二）剛性文本主義及其影響 

Scalia 大法官在擔任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法官時，不論在判決主文、

意見書、演講中，都主張立法史資料的考察應謹慎為之。換言之，當時的 Scalia

法官抱持一種並未全然否定立法史考察。但他也表示，他之所以仍然使用立法史

資料，是因為聯邦最高法院仍然考察立法史以強化或釐清文義解釋。而這無非是

說，若他採取全然否定立法目的主義，則他的判決將很容易遭到聯邦最高法院推

翻；或者，作為聯邦最高法院的下級法院法官，他應該和聯邦最高法院採取相同

的法律解釋原則，以統一法律見解。 

然而，他的法律解釋立場在加入聯邦最高法院後有了戲劇性的轉變。Scalia

                                                      
94   請見 Easterbrook, supra note 82, at 64-65 (1988). 
95   請見 Starr, supra note 83, at 375-376. 但進入聯邦最高法院前的 Scalia 對這個主張有部份保

留，他認為除非總統否決國會二院通過的法案，否則總統的簽署可以直接不用理會，總統的

簽署沒有任何解釋上的重要性。請見，William N. Eskridge, Jr., supra note 38, at 652 note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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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大法官後，屢次在意見書和判決主文中大力倡議剛性文本主義，並強烈攻擊

傳統進路對權力分立與司法機關帶來的傷害。而後，剛性文本主義的臨時盟友或

堅定戰友一個個加入，這樣，以 Scalia 的剛性文本主義為解釋基礎的意見非常容

易就可以獲得過半數大法官支持（如果你想獲得 Scalia 甚至他的盟友的支持的

話），或形成最高票數的不同意意見。於是，從結果上看，最高法院逐漸減少立

法史的考察。只當文義本身出現荒謬的應用結果時，法院才會用立法史考察來釐

清文義。而以立法史佐證、強化、推翻文義的方式則漸漸不再使用。 

80 年代初期的聯邦最高法院對所有涉及制定法解釋爭議的案件都會援引立

法史資料，但到了 80 年代後期卻呈現大幅減少的趨勢。以下我按照時間依序說

明 Scalia 的主張，並說明他的剛性文本主義對聯邦最高法院帶來的影響。 

 

1. 1985-1986 

此時期的 Scalia 不論在判決主文或意見書，或在各地法學院的幾次公開演

講，都沒有完全否定立法史資料考察的價值。此時的 Scalia 甚至對各種立法史資

料的權威性做出評價，如在議場被否決的法律修正案條文是最可信的，因為它表

明哪些主題或想法是被國會排除的；委員會記錄是最不可信的，因為委員會記錄

是由議事人員製作，大多數未經委員會成員確認，且常是因利益團體或別有所圖

的議員的請求而進行議程安排與議案討論。96此時期的 Scalia 也贊同 Radin 對傳

統進路的可信賴性批判，主張根本不存在國會二院的統一的原意，因為絕大多數

議員根本對於議案沒有任何想法，甚至連議案存在與否都樂天地毫無知覺，更不

用說對議案有任何個人或政策偏好。97 

                                                      
96   Scalia 在 1985-1986 年間以「探問立法史的使用」為題，在美國數間法學院進行公開演講，

UCLA Law Review 有逐字記錄，但我在電子版中找不到，詢問 UCLA Review 的助理亦未獲

回應，只能暫時使用 Eskridge 的引文。Scalia 在此演講中所提出的關於立法史資料的不可信

賴性的主張，請見 William N. Eskridge, Jr., supra note 38, at 652 note 117. 
97   對 Scalia 的委員會記錄不可信的批評，請見 Farber & Frickey, Legislative Intent and Public 

Choice, 74 VA. L. REV. 423, 438-43, 445-46, 448-50 (1988) (批評 Scalia 對立法史資料可信賴性

的質疑，並提出政治學的研究反證，謹慎小心的使用即可避免實在論或可信賴性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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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87-1988 

在 Scalia 加入聯邦最高法院後，他開始在意見書、主文中逐漸增強他對傳統

進路的否定程度，且同時倡議更為強硬的文本主義立場。在 Cardoza-Fonseca 案

的部份同意意見書中他根據 Chevron 案的教示指出，法官的任務是解釋法律而不

是重構立法者原意。「如果國會已經在法律的文義清楚表達出她的意圖了，法官

就不能用未經國會正式通過的自己建構出來的立法者原意來取代立法者透過明

確文義所表達的立法者原意。」98在 Thompson v. Thompson 案，他在部份同意意

見書中指出，法院援引任何的立法史資料，如委員會記錄、大會討論、議員間的

討論等，都是對國會兩院投票通過法律文義以及將法律文義諮呈總統簽署或否決

的不當置換。99在 K Mart Corp. v. Cartier, Inc.案的部份同意部份不同意意見書中，

他甚至否定法院應該探究立法目的。100而由他攻擊傳統進路的方式可知，立法史

資料本身是否足以代表立法者原意，又能有多少程度地釐清法律文義等實在論的

批判，並不是他此時的重點。他此時的重點是形式主義的嚴格權力分立批判，也

就是攻擊法院援引立法史資料來解釋法律甚至推翻法律，會逾越憲法賦予法院的

權限、篡奪憲法賦予國會的權力。101 

 

                                                      
98   請見 Cardoza-Fonseca, 480 U.S. at 452-53 (1987) (Scalia, J., concurring in the judgment, “Judges 

interpret laws rather than reconstruct legislators’ intentions. Where the language of those laws is 
clear, we are not free to replace it with an unenacted legislative intent.”). 在宣示前述剛性文本主

義立場後，Scalia 大法官隨即援引 Chevron 來說明他的推論在本案才是適當的，多數意見則

是失當的。然而，判決主文也援引 Chevron 來證成多數意見的推論。在下一章我將說明為什

麼多數意見和 Scalia 對 Chevron 會有截然不同的解讀，以及 Scalia 大法官的剛性文本主義對

於先例，如 Chevron 的影響。 
99   Thompson v. Thompson, 484 U.S. 174, 191-92 (1988) (Scalia, J., concurring in the judgment). 
100   K Mart Corp. v. Cartier, Inc., 486 U.S. 281, 318-29 (1988) (Scalia, J., concurring in part and 

dissenting in part). 
101  在 1985-1986 年的各大法學院演講中，Scalia 對傳統進路同時提出實在論的批評和形式主義

的批評。當時他並未全盤否定傳統進路，而他當時提出的形式主義批評和他後來在最高法院

倡議的是一樣的，只是他透過僅僅強調形式主義批評而更強化嚴格權力分立的攻擊。Scalia
在當時的演講中說：「文本主義和我們的憲法學更為一致，這是說，一旦法律被通過並頒佈，

法律的意義就在文義的基礎上被確定下來，且交由行政機關執行、司法機關適用。」如前述，

這個攻擊強調文義解釋的最優先性，以及文義解釋對防止立法與司法二機關相互篡奪權力的

必要性。Scalia 的演說請見 William N. Eskridge, Jr., supra note 38, at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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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88-1989 

1988 至 1989 年是 Scalia 的文本主義法理學（jurisprudence of textualism）非

常重要的一段時期，這段時期的他透過意見書和論文更為統整地說明了文本主義

對權力分立以至國家存在目標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在 1988 年 United States v. 

Taylor 案 102的部份同意意見書中， Scalia 認為聯邦最高法院在 INS v. Chadha

案 103的論理中已經闡明了維持憲法所賦予的機關權力完整性的重要意義。依此，

法院解釋法律的消極義務（negative duty）在於監督國會的次級團體（legislative 

subgroups）是否試圖使自己擁有整個國會的立法權力，如同聯邦最高法院在

Chadha 案中倚靠對憲法文義的絕對尊重所實現的一樣。 

另方面，在法院透過文本主義實踐她的消極義務時，她對文義以及自身權限

的絕對尊重也同時提醒國會，在制定法律時應該更為謹慎小心，以充分實現憲法

規定國會二院與總統一同參與立法的目標與效益，而不致留下使國會次級團體篡

奪國會權力，國會篡奪法院權力，或法院篡奪立法權力的縫隙。這是法院的積極

責任。Scalia 指出，因此，「法院有責任以能夠培育、保護我們的民主進展的方式

來指導我們自己對法律的註釋（exegesis）。」104 

但法院如何「註釋」法律的意義？在Green v. Bock Laundry Machine Co.案 105，

Scalia 明確指出，法律文詞的意義被國會決定以至被法院註釋的基礎在於，當時

整個國會決議通過該法案時，整個國會所理解的該法律文詞的脈絡以及該文詞的

                                                      
102  United States v. Taylor, 487 U.S. 326 (1988). 
103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v. Chadha, 462 U.S. 919 (1983). 
104  請見 United States v. Taylor, 487 U.S. 326, at 345-46 (1988) (Scalia, J., concurring in part, “I think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conduct our exegesis in a fashion which fosters that democratic process.”). 
(emphasis added) Scalia 在這裡使用 exegesis 一詞，而不用法院慣用的 interpretation 或

construction，是刻意的。首先，這個詞能強調，為了使國會成為成為、法院成為法院、法律

成為法律，法院的法律解釋原則應該向傳統的聖經註釋 exegesis 一樣，在考究聖經書寫時的

背景脈絡後找出「當時的客觀意義」，而不加入時代新意與作者自己的觀點。另方面，這個

詞能強調，法院的傳統法律解釋方法是錯的，她們是在加入新意與法官自己的觀點。最後，

這個詞能強調，一個單詞以及與此單詞相對應卻未被選擇的事實，已足以說明許多事，不需

要去到處找證據說明他使用這個詞的「真義」。這完全符合上下文與他的 agenda，因此是Scalia
刻意安排的小趣味，也是他慣用的，透過一二個關鍵詞來引導讀者反思的做法。有趣的是，

這個饒富興味的小趣味是「根據筆者的觀點」所做的解讀。 
105  Green v. Bock Laundry Machine Co., 490 U.S. 504 (198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5 
 

用法（context and ordinary basis），以及圍繞著該法律文詞，使該法律文詞被整合

到某部法典的那個最相容的整體（the surrounding body of law into which the 

provision must be integrated）。106 

此外在 1989 年，Scalia 大法官發表一篇名為 The Rule of Law as a Law of Rules

（作為規則統治的法律統治）的論文。Scalia 在該文中從規範意義的角度提出論

證，說明為什麼以文本主義來解釋憲法與法律是應該的、必須的，因為那是維持

法律統治的最佳、甚至唯一選擇。Scalia 認為，判決的形成可分為二種，其一是

「法律的概括規則」（general rule of law），其二是「實現正義的個人裁量」（personal 

discretion to do justice）或「普通法進路」（common law approach）。 

Scalia 以哲學家 Aristotle 的主張說明何謂法律的概括規則─正確制定的法律

應該是最終統治者，只當法律的概括規則因陷入難以適用於所有偶發狀況，難以

做出正確宣示時，個人原則─不論它是被一個人或一群人的組織所實踐─才成為

統治者；實現正義的個人裁量或普通法進路則意謂著─一次一案，充份考量當下

個案所處脈絡的所有要素，由此辨識出該脈絡的公正結果 107。 

 Scalia 指出，在美國這個成文法與普通法並存的司法體系中，法官的判決同

時受法律文義、立法者原意、法律原則、判決先例所拘束。但在判決的形成過程

中，法官可以選擇傾向將普遍規則具體化適用到當前個案，或傾向為促進未來類

似案件的發展而保留裁量空間。前者是法律的概括規則，後者是普通法進路。普

通法進路的優點很明顯，因為概括規則不可能在所有情況都可以有效具體化，因

此如果要實現完美的正義（perfect justice），則法官最好不要被不完美的概括規則

                                                      
106  Green v. Bock Laundry Machine Co., 490 U.S. at 528 (1989) (Scalia, J., concurring in the judgment, 

“The meaning of terms on the statute books ought to be determined, not on the basis of which 
meaning can be shown to have been understood by a larger handful of the Members of Congress; 
but rather on the basis of which meaning is (1) most in accord with context and ordinary usage, and 
thus most likely to have been understood by the whole Congress which voted on the words of the 
statute (not to mention the citizens subject to it), and (2) most compatible with the surrounding body 
of law into which the provision must be integrated-a compatibility which, by a benign fiction, we 
assume Congress always has in mind. I would not permit any of the historical and legislative 
material discussed by the Court, or all of it combined, to lead me to a result different from the one 
that these factors suggest.”). (emphasis added) 

107  Antonin Scalia, The Rule of Law as a Law of Rules, 56 U. CHI. L. REV. 1175, 1176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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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限制。通過一次一案、充分考量所有要素的判決，可以使法律體系成長與發展，

然而，法律的概括規則無法實現這個目標 108。 

 但 Scalia 批評，當法院面對的系爭法律是憲法和制定法時，為了實現憲法和

制定法的法律統治目標，採「實現正義的個人裁量」的方式形成判決將侵蝕、摧

毀法律統治。首先，在以法律統治為政體制度的國家中的人們，不會期待憲法和

制定法在前案採某種解釋，但在相同情形的後案卻採另種解釋，人們期待法官根

據憲法自身，而不是法官個人的正義感，來為所有個案做出相同，而非變動的解

釋 109。其次，法院所要處理的案件量非常龐大，法院沒有能力採充分考量所有

脈絡因素並找出能實現完美正義的判決結果，結果是案件處理曠日費時，這並不

符合人們對法律統治的期待。簡言之，藉以實現法律統治的憲法與制定法，它們

本身應該具有排除個人裁量、單純根據法律做出判決的一致性、穩定性、可預測

性等特性，但普通法進路並不具有這些特性 110。 

 此外，國家權力和民意在偵查、起訴、懲罰涉嫌犯罪的被告時是非常大的，

唯有排除個案脈絡所有因素的考量、單純根據法律自身來形成判決，才能對抗國

家機器以及瞬息萬變地、高度情緒性的民意，以保障被告，乃至所有人民受憲法

保證的權利 111。Scalia 承認，憲法與制定法的明確文義（plain meaning of text）

有時會發生 Aristotle 說的，難以適用於所有偶發狀況的情形，且法律也確實需要

成長，因此國家需要瞭解民意和社會發展。但法官應該做的不是改採普通法進路，

或去採納所謂的流行的民意，而是去找出制憲者或立法者的原意。因為制憲者與

國會制定並通過成文法，正反映了在社會中逐漸演化的概念。換言之，由修憲者

和國會，而不是由法院，針對社會發展來修改憲法、制定法律，才符合法律統治

的原則。這樣才能兼顧法律統治的目標、法官的自制、法律成長的需要 112。在這

些前提下，Scalia 批評，當法院不從可靠的、反映確定民意的立法者原意的文義

                                                      
108  Id. at 1177. 
109  Id. at 1178. 
110  Id. at 1179 (Scalia 因此主張，為了不破壞憲法與成文法應有的一致性、穩定性、可預測性的

特性，在某些時候，惡法要好過完全沒有法存在). 
111  Id. at 1180-81. 
112  Id. at 11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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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而從法官個人的政策偏好與法律哲學來解釋憲法和法律時，法院就使自己

成為了（憲法所不容許的）立法者，就像 Roe 案一樣。113 

 

（三）立法目的主義與剛性文本主義 

Eskridge 曾統計，自 Scalia 加入聯邦最高法院後，聯邦最高法院雖然沒有完

全拋棄傳統進路，在 1986 年會期至 1988 年會期間，以明確文義原則解釋系爭法

律的案件超過一半。而與 1986 年之前的發展相較，1986 年會期至 1988 年會期

間，在文義明確時考察立法史的案件數明顯變少。114Wald 也曾統計，聯邦最高

法院在 1989 年會期 65 個涉及制定法解釋爭議的案件中有 10 個案件完全未提及

立法史。115而 Breyer 則指出，在 1990 年會期，55 個涉及制定法解釋爭議的案件

中有 19 個案件完全未援引立法史資料。116 

雖然在文義很不明確或直接應用將導致荒謬結果時，聯邦最高法院還是會考

察立法史資料，包括 Scalia 大法官，但比例已經明顯變少。117除結果的統計外，

其他大法官的判決和意見書中也可發現 Scalia 的剛性文本主義論理方式。如

Public Citizen v.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案，在 Kennedy 大法官主筆的

部份同意意見書中，Kennedy 攻擊多數意見的論理未對國會二院通過法律

（legislative）的最終性與約束性效果（the finality and binding effect of “legislative 

enactments”）給予適當尊重，最終將傷害過往的權力分立先例；而多數意見援引

Holy Trinity 案的論理，充其量只是從立法史中找一些沒有權威性可言的立法資

料來讓自己感到心安理得，但事實上根本無法良好保存、培育法院應有的具有民

                                                      
113  Id. at 1185. 
114  William N. Eskridge, Jr., supra note 38, at 656-657. 
115  請見 Patricia M. Wald, The Sizzling Sleeper: The Use of Legislative History in Construing Statutes 

in the 1988-89 Term of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39 AM. U. L. REV. 277, 288, 298 (1990). 
116  請見 Stephen Breyer, On the Uses of Legislative History in Interpreting Statutes, 65 S. CAL. L. REV. 

845, at 846 (1991-1992). 
117  請見 Chan v. Korean Air Line, 490 U.S. 122, 134 (1989) (Scalia, J.) (“The latter may of course be 

consulted to elucidate a text that is ambiguous.”). (emphasis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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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格的註釋（exegesis）。118 

Kennedy大法官上述主張正是 Scalia的剛性文本主義在聯邦最高法院發揮極

大影響力的明證。或者，至少，Scalia 提出的文本主義法理學，為他們的判決或

意見書提供理論上的好理由。而當越來越多大法官們支持剛性文本主義，傳統進

路或（任何形式的）立法目的主義的空間也就必然被壓縮了。119 

  

                                                      
118  Public Citizen v.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491 U.S. 440, at 468-69, 472-73 (1989) 

(Kennedy, J., concurring in judgment). 
119  Eskridge 共列舉了該二會期中共 13 個案子，聯邦最高法院在這些案子中使用結構論證來賦

予歧義文義以明確的文義。請見 William N. Eskridge, Jr., supra note 38, at 6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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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90 年代後的制定法解釋發展 

 

如前述，80 至 90 年代的聯邦最高法院歷經了一場解釋方法上的轉折。強硬

立法目的主義傳統的解釋可信賴性（reliability）與權力分立正當性（legitimacy），

受到實在論、公共選擇理論、形式主義者、剛性文本主義的內外夾擊。影響所及，

聯邦最高法院的傳統立場開始鬆動。在四種使用立法目的主義的情形中，甚至是

文義直接試用將產生荒謬結果的情形，立法目的主義的支配力都明顯下降。雖然

立法目的主義的支配地位不復存在，但由於聯邦最高法院仍然會使用立法史資料，

因此，文本主義與立法目的主義的戰爭，至少在當時，仍在拉鋸中。 

然而，在 84 年，聯邦最高法院裁定的 Chevron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案 120，為文本主義與立法目的主義之間的戰爭添加了新的柴火。雖然

Chevron 為審查行政機關法律解釋是否合於國會授權的問題提出了審查的通則

Chevron two-step，但在 80 年代末之前，聯邦最高法院還是以 pre-Chevron 的傳統

進路審查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80 年代末期後，越來越多 Chevron cases 出現，

迫使聯邦最高法院必須以 Chevron two-steps 來審查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由於

Chevron step one 的曖昧語言既可以支持立法目的的審查也可以支持文本主義的

審查，導致傳統進路和剛性文本主義的新一輪戰爭在 Chevron cases 上繼續進行。 

Chevron step one 的曖昧與弔詭在於，一方面，它明文要求法院應透過立法

史資料探究立法者是否曾明示系爭問題的解釋，也明文要求法院根據系爭法律的

文義本身模糊與否來判斷立法者是否默示授權給行政機關，以決定是否跳到 step 

two 的審查。另方面，學者的研究顯示，主筆 Chevron 判決主文的 Stevens 大法

官根本沒有意圖建立不同於 pre-Chevron 審查方式的 Chevron two-step。依此，根

據剛性文本主義，法院在 Chevron cases 中必須要使用傳統進路（文義明確要求）；

根據立法目的主義，法院在 Chevron cases 中不應該使用 Chevron two-step（主筆

者明確表示沒有 Chevron two-step 的意圖）。但 Scalia 及其盟友卻仍然根據剛性

文本主義來使用 Chevron step one；持傳統進路的大法官卻仍然根據 Chevron two-

                                                      
120  Chevron U.S.A., Inc.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467 U.S. 837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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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來進行 Chevron step one 的審查。從學者們的研究我們將發現，這個違反雙

方原則的弔詭的背景在於雙方仍然持續鬥爭，而這段持續鬥爭也同時使雙方一方

面宣稱以 Chevron 為先例另方面卻又扭曲 Chevron。 

我在這一章的工作在於，以 Chevron 為例說明聯邦最高法院內立法目的主義

者和剛性文本主義者之間詭譎又激烈的的第二輪鬥爭。而通過這段鬥爭，雙方的

特性與問題將更清楚地呈現出來。我在本章將先說明 Chevron 案的背景、判決本

身的論理、Chevron step one 的爭議，而後我說明 Chevron cases 的發展，以及剛

性文本主義和立法目的主義對 Chevron cases 的影響。這樣，在下一章，我將可

以使用上一章與這一章的歷史分析與概念分析資源，來為立法目的主義和文本主

義做出統整的分析與批判。 

 

一、Chevron 與行政機關法律解釋 

當國會制定法律，並授權特定行政機關執行該法律時，通常國會會在某些甚

至大量的條文中概括地宣示國會想要達成的目標，國會還會在該法典中指出，授

權給行政機關制定細部法規來實現目標。問題是，行政機關藉以實現立法目的而

制定的細部法規，是否落於或超出國會授權的範圍？對法院而言，當行政機關的

法律解釋/法規制定被挑戰並將爭議提交到法院時，法院必須確定國會的授權內

容為何、行政機關的法規制訂合於授權或超出授權。但要處理這二個問題，法院

必須確定母法的概括性規定的意義以及行政機關的法規意義。這樣，一方面，法

院必須處理法律文本的概括文義問題，另方面，法院扮演法律解釋與建構的最終

裁決者的角色，如 Marbury v. Madison 案所揭示的，法院在國家機關中的權責是

—界定法律是什麼意思（to say what the law is）。121 

但在 Chevron 後，上述情況在「理論上」有劇烈轉變。如果 Chevron 確實地

作為法院處理行政機關法律解釋的先例，則一方面，法院首先要處理的不再是法

律文本的概括文義的解釋問題，而是要決定國會或行政機關誰取得最終裁決權；

                                                      
121  Marbury v. Madison, 5 U.S. 137, 177 (1803) (“It is emphatically the province and duty of the judicial 

department to say what the law is.”). (emphasis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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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不論法院做出的決定是國會或行政機關，除了法院得以介入的極端情形

外，法院都只能「依從」國會或行政機關的解釋。因此，Cass R. Sunstein 將 Chevron

稱為「行政國家的 Marbury 或 counter-Marbury」，因為「它重新界定了誰被託付

從事不明確法律的解釋，以及所謂法律解釋實際上是什麼意思；它還改變了法院、

國會、行政機關之間的權力分配。」122Thomas W. Merrill 則將 pre-Chevron 的法

院稱為「獨立判斷模型」（independent judgment mode），Chevron 以後的法院稱為

「依從模型」（deference mode）。123 

由於 Chevron 在理論上同時牽涉法律解釋和權力分立的轉變，且它在聯邦最

高法院開始發揮影響力的時間，正好接在 Scalia 的強硬文義實質地影響聯邦最高

法院的傳統進路之後，而聯邦最高法院對 Chevron cases 的處理方式也確實同時

涉及法院對於法律解釋和權力分立的智識鬥爭，因此，Chevron 的前因後果是我

們更進一部檢視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律解釋方法發展的絕佳對象。 

為了指出 Chevron 的特性與它和法律解釋的關係，我將先說明 pre-Chevron

的行政機關法律解釋案件發展，接著說明 Chevron 判決本身的論理，最後說明

Chevro 判決如何在理論上徹底改變了行政機關法律解釋的傳統理論，以及

Chevron 判決和法律解釋的關係。 

 

  

                                                      
122  Cass R. Sunstein, Law and Administration after Chevron, 90 COLUM. L. REV. 2071, 2075 (1990) 

(“It has become a kind of Marbury, or counter-Marbury, for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Chevron 
defines a cluster of ideas about who is entrusted with interpreting ambiguous statutes and, less 
obviously, about what legal interpretation actually is… Chevron has altered th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powers among courts, Congress, and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Thomas W. Merrill, 
Marbury v. Madison as the First Great. Administrative Law Decision, 37 J. MARSHALL L. REV. 481, 
496-497 (2004). 

123  Thomas W. Merrill, Judicial Deference to Executive Precedent, 101 YALE L. J. 969, 971 (1991-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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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hevron 之前的行政機關法律解釋審查 

法院在審查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時，目標在於考察其解釋是否正確或合乎授

權。若法院審查後裁定為是，則法院應依從（defer）行政機關對該法律的解釋。

但問題是，法院如何審查、根據什麼方法或判準審查？或更具體地說，何時法院

能夠判定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正確，從而依從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在Chevron

之前，法院審理行政機關法律解釋的方法或判準除了我們所討論的立法者原意或

目的、文本文義、法典結構外，還包括是否為長時間持續的相同解釋、是否獲得

國會的後續認可等。然而，在Chevron之前，聯邦最高法院並沒有一個一致的方

法或判準來審查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學者們指出，此時期的方法是混合被使用

的，且沒有哪一種因素具有排他的支配地位。124如聯邦最高法院在Skidmore v. 

Swift & Co.案125主張，法院在審查涉及行政機關的經驗與專業判斷的解釋性行政

規則（interpretive rules）時，應綜合考量行政機關做出解釋性行政規則所憑藉的

「判斷的周全性」（the thoroughness evident in its consideration）、「推論的有效性」

（the validity of its reasoning）、「對此一解釋的先前與後續說明的一致性」（its 

consistency with earlier and later pronouncements）、「其他所有能使解釋具有說服力

的要素」（all those factors which give it power to persuade）等。126 

Colin S. Diver教授也曾整理出法院在審查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是否合於授

權時所考慮的不同判準。127如Norwegian Nitrogen Prods. Co. v. United States案，128

法院的判準為「系爭的行政機關法律解釋是否根據制定法的文義而來」（whether 

                                                      
124  Id. at 972, 974 (“Although there was no explicit rationale linking the various factors together, the 

overall approach had an implicit logic…Standing alone, these factors did not comprise, either 
individually or collectively, what could be described as a coherent doctrine.”); David R. Woodward 
& Ronald M. Levin, In Defense of Deference: Judicial Review of Agency Action, 31 ADMIN. L. REV. 
329, 332-41 (1979). 

125  Skidmore v. Swift & Co., 323 U.S. 134 (1944). 
126  Skidmore, 323 U.S. at 140 (“The weight of such a judgment in a particular case will depend upon 

the thoroughness evident in its consideration, the validity of its reasoning, its consistency with 
earlier and later pronouncements, and all those factors which give it power to persuade, if lacking 
power to control.”). 

127  Colin S. Diver,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133 U. PA L. REV. 549, 562 note 
95 (1985). 

128  Norwegian Nitrogen Prods. Co. v. United States, 288 U.S. 294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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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gency construction was rendered contemporaneously with the statute’s 

passage）；129而在NLRB v. Bell Aerospace Co.案，130判準為「系爭的行政機關法

律解釋是否源於該機關長時間對該法律的持續適用」（whether the agency's 

construction is of longstanding application）；131在Haig v. Agee案，132判準為「行政

機關對系爭法律解釋的立場是否保持一致」（whether the agency has maintained its 

position consistently）；133在Udall v. Tallman案，134判準為「社會大眾對系爭解釋

是否已產生倚賴」（whether the public has relied on the agency’s interpretation）；135

在United States v. Rutherford案，136判準為「系爭法律解釋是否包含持續中的公共

爭論」（whether the interpretation involves a matter of “public controversy”）；137在

Aluminum Co. of America. v. Central Lincoln People’s Utility District案，138判準為

「系爭解釋是否奠基於專業，或系爭解釋是否包含具技術性與複合性的課題」

（whether the interpretation is based on “expertise” or involves a “technical and 

                                                      
129  Id. at 315 (“To the external aids that are drawn from history and analogy and administrative practice 

there is to be added another that may be said to be internal, the aid to be derived from the wording 
of related sections.”). (emphasis added) 

130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v. Bell Aerospace Co., 416 U.S. 267 (1974). 
131  Id. at 274-75 (“In examining these authorities, we draw on several established principles of statutory 

construction. In addi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legislative history, a court may accord great weight to 
the longstanding interpretation placed on a statute by an agency charged with its administration.”). 
(emphasis added) 

132  Haig v. Agee, 453 U.S. 280 (1981). 
133   Id. at 293 (“The history of passport controls since the earliest days of the Republic shows 

congressional recognition of Executive authority to withhold passports on the basis of substantial 
reas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emphasis added) 

134  Udall v. Tallman, 380 U.S. 1 (1965). 
135  Id. at 18 (“The Secretary’s interpretation had, long prior to respondents’ applications, been a matter 

of public record and discussion. The agreement worked out with the House Committee on Merchant 
Marine and Fisheries in 1956, and the approval of the Swanson River leases pursuant thereto, though 
probably constituting no ‘legislative ratification’ in any formal sense, serve to demonstrate the 
notoriety of the Secretary’s construction, and thereby defeat any possible claim of detrimental 
reliance upon another interpretation.”). (emphasis added) 

136  United States v. Rutherford, 442 U.S. 544 (1979). 
137  Id. at 545 (“Such deference is particularly appropriate where, as here, an agency’s interpretation 

involves issues of considerable public controversy, and Congress has not acted to correct any 
misperception of its statutory objectives.”). (emphasis added) 

138  Aluminum Co. of America v. Central Lincoln People’s Utility District, 467 U.S. 380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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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 subject）；139在FCC v. National Citizens Committee for Broadcasting案，140

判準為「行政機關是否有制定系爭法律（令）的權能」（whether the agency has 

rulemaking authority）；141在Ford Motor Credit Co. v. Milhollin案，142判準為「從母

法的運作而言，行政機關制定系爭法律（令）是否是必要作為」（whether agency 

action is necessary to set the statute in motion）；143在Zemel v. Rusk案，144判準為「國

會是否一方面察覺到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另方面卻從未否定它」（whether 

Congress was aware of the agency interpretation and failed to repudiate）； 145在

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v. Camp案，146判準為「行政機關是否曾公開表示，

系爭法律的解釋是其規劃的行政作為的一環」（whether the agency has expressly 

address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tatute to its proposed action）。147 

                                                      
139  Id. at 390 (“The subject under regulation is technical and complex. BPA has longstanding expertise 

in the area, and was intimately involved in the drafting and consideration of the statute by 
Congress.”). (emphasis added) 

140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v. National Citizens Committee for Broadcasting, 436 U.S. 
775 (1978). 

141  Id. at 793 (“As the Court of Appeals recognized…it is now well established that this general 
rulemaking authority supplies a statutory basis for the Commission to issue regulations codifying 
its view of the public-interest licensing standard, so long as that view is based on consideration of 
permissible factors and is otherwise reasonable.”). (emphasis added) 

142  Ford Motor Credit Co. v. Milhollin, 444 U.S. 555 (1980). 
143  Id. at 565-66 (“Because legislators cannot foresee all eventualities, judges must decide unanticipated 

cases by extrapolating from related statutes or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But legislative silence is 
not always the result of a lack of prescience; it may instead betoken permission or, perhaps, 
considered abstention from regulation. In that event, judges are not accredited to supersede 
Congress or the appropriate agency by embellishing upon the regulatory scheme…An agency’s 
construction of its own regulations has been regarded as especially due that respect…This traditional 
acquiescence in administrative expertise is particularly apt under TILA, because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has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setting [the statutory] machinery in motion…”). (emphasis added) 

144  Zemel v. Rusk, 381 U.S. 617 (1971). 
145  Id. at 11 (“Under some circumstances, Congress’ failure to repeal or revise in the face of such 

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 has been held to constitute persuasive evidence that that interpretation 
is the one intended by Congress.”). (emphasis added) 

146  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v. Camp, 401 U.S. 617 (1971). 
147  Id. at 627-28 (“The difficulty here is that the Comptroller adopted no expressly articulated position 

at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 as to the meaning arid impact of the provisions of §§ 16 and 21 as they 
affect bank investment funds. The Comptroller promulgated Regulation 9 without opinion or 
accompanying statement. His subsequent report to Congress did not advert to the prohibitions of the 
Glass-Steagall Act…. If he faces such questions only after he has acted, there is substantial danger 
that the momentum generated by initial approval may seriously impair the enforcemen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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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以上說明似乎顯示，法院對於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的審查有許多判準，

而文義與立法者原意或目的並不是審查的決定性因素。但實際情形剛好相反，在

以上案例中，法律文本的文義與立法者原意或立法目的，幾乎都參與在法院的審

查中，有時文義優先，有時立法者原意或目的優先，有時候是混合使用，聯邦最

高法院一直沒有定論。 

如前述的Norwegian Nitrogen Prods. Co. v. United States案，法院是以長時間

持續的適用、其他國家機關—如國會—對此適用的認可，以及文義來審查。但在

NLRB v. Bell Aerospace Co.案，法院的審查判準則是以長時間持續的適用和立法

者原意與目的來審查。而在Haig v. Agee，雖然提出行政機關政策是否一貫的判

準，但法院也在此判準上加上國會持續認可—也就是立法者原意或目的—此一政

策的另一條件。在United States v. Rutherford案，雖然法院主張法院在具公共爭議

的案件中應該依從被國會與法律授權的行政機關的解釋，但法院也指出另一個條

件：國會從未試圖修正被批評為偏離立法目的的系爭解釋。此外在同一份判決主

文中，主筆的Marshall大法官開宗明義指出，法院在審查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的

原則是，除非導致荒謬結果或不符合立法目的，否則只要行政機關將母法的立法

目的以明確且無歧義的文字表示在它的法律解釋中，則法院的職責就是依從這個

法律解釋。148 

至於Aluminum Co. of America v. Central Lincoln People’s Utility District案，法

院雖然提出在系爭法律所牽涉的主題非常技術性和複雜的前提下，行政機關相應

的專業以及它在該法起草和審查的立法過程的參與是審查判準，但這樣的主張其

實同時強調了立法者原意或立法目的的重要性。因為行政機關的相應專業與它在

立法過程的參與在前述主張所扮演的角色是，有助於釐清立法者原意或立法目的

的內涵。在Ford Motor Credit Co. v. Milhollin案，法院主張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

（Federal Reserve Board, FRB）的專業對於系爭誠實貸款法（The Truth in Lending 

                                                      
banking laws that Congress enacted.”). (emphasis added) 

148  請見 Rutherford, 442 U.S. at 551-52 (“When construing a statute so explicit in scope, a court must 
act within certain well-defined constraints. If a legislative purpose is expressed in ‘plain and 
unambiguous language…the duty of the courts is to give it effect according to its terms’… 
Exceptions to clearly delineated statutes will be implied only where essential to prevent ‘absurd 
results’ or consequences obviously at variance with the policy of the enactment as a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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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TILA）的管制法規的形成是必要，故國會以默示授權的方式，使FRB根據自

身專業來形成管制法規以使TILA正常運作。但這無非是說，國會的默示授權的

原意證成了FRB的法律解釋的正當性。而在Zemel v. Rusk案，國會長時間的認可

證成了行政機關的系爭法律解釋。在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v. Camp案，行

政機關的法律解釋必須奠基於國會當初授權的公示程序規定，否則將危害系爭法

律的執行和運作。而這也就是說，公示程序規定表示國會的授權邊界，違反程序

規定，則超出國會授權的原意。 

在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v. Sloan案149，聯邦最高法院以文本的

文義和立法者原意這二項判準裁定行政機關法律解釋不正確。在Sloan案，美國

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主張系爭行政機關

裁定是國會通過1934年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授權給SEC

制定行政規則以實現保障公共利益與交易安全的目的，且由此行政規則而做出的

裁定具有長時間持續的相同解釋，而此一行政規則的制定也在母法立法時獲得國

會委員會的認可，因此，其裁定所依據的行政規則是正確的法律解釋。但法院主

張SEC的主張是錯誤的，因為謹慎分析後的文義並不支持此一解釋，且委員會記

錄的極少數陳詞並不是足以代表立法者原意的證據。150而Chevron的前案之一

ASARCO v. EPA案，151主筆的特區巡迴上訴法院Wright法官主張，EPA將總量管

制工業污染排放的泡泡概念（bubble concept）應用在1970年潔淨空氣法第111條

(a)項(4)款152的既存設施的「改建」（modification）上的行政命令，153使得廠商能

藉以迴避1970年潔淨空氣法第111條提出「新污染源性能標準」（New Source 

Performance Standards, NSPS）的「立法目的」—改進空氣品質（to enhance air 

quality）。 

依此，我們可以說，美國法院藉以審查行政機關法律解釋的判準在 Chevron

之前，呈現一種混合的、紛雜的發展趨勢。然而，它們也都以某種程度與傳統的

                                                      
149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v. Sloan, 436 U.S. 103 (1978). 
150  Sloan, 436 U.S. at 117-21. 
151  ASARCO Inc. v.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578 F.2d 319 (D.C. Cir. 1978). 
152  42 U.S.C. § 7411(a)(4), CAA § 111(a)(4), 84 Stat 1683; Pub. L. 91-604. 
153  36 Fed. Reg. 58,419, 40 CFR § 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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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義、立法者原意或目的聯繫起來。一直到 Chevron，主筆判決主文的 Stevens

大法官才以立法者原意或目的和法律文本的文義為判準，建立一種相對單純的審

查方式，來確定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是否源於國會授權。在此審查方式下，若法

院透過立法史資料和文本文義的分析，確定國會在系爭問題上已授權給行政機關

進行法律解釋，則法院僅能檢視其是否為「不可容許」的法律解釋，若是，才可

推翻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若法院確定國會在系爭問題上並未授權給行政機關進

行法律解釋，則法院可直接推翻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至少在理論上，Chevron

統一了聯邦最高法院審查行政機關法律解釋的各種判準。 

 

（二）Chevron 論行政機關法律解釋 

Chevron案的爭議源於美國環境保護局為了稍稍放鬆被工業界認為過度嚴格

管制的 1970 與 1977 年潔淨空氣法，而將總量管制的泡泡概念應用在 1970 與

1977 年潔淨空氣法未明確定義的名詞上。在 ASARCO 和 Alabama Power Co. v. 

Costle 案 154以及 Chevron 的一審 155，EPA 的法律解釋都被特區巡迴上訴法院推

翻。但在 Chevron 公司以利害關係人身份向聯邦最高法院申請移審並獲通過後，

聯邦最高法院以三位大法官缺席，其餘六位大法官無異議的一致裁定，主張 EPA

的法律解釋符合國會制定 1977 年潔淨空氣法的立法目的之一—在促進空氣品質

與維持經濟發展間取得平衡，從而認定 EPA 的法律解釋落於國會的授權範圍內。

更重要的是，主筆判決主文的 Stevens 大法官提出了幾項創見，首先是提出與傳

統的混合判準審查非常不同的二階段審查 two-step review，其次是擴大解釋國會

的授權方式。156 

                                                      
154  Alabama Power Co. v. Costle, 636 F.2d 323 (D.C. Cir. 1979). 
155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v. Gorsuch, 685 F.2d 718 (D.C. Cir. 1982). 
156  姑且不論總量管制的法律解釋是否正確或適當，EPA 放鬆潔淨空氣法的管制密度的決定不

一定是全然錯誤的政策，因為工廠設備的汰舊換新或改建牽涉到複雜的誘因與管制手段問題。

Chevron 案本身是一件牽涉潔淨空氣法管制政策與手段、雷根政府去管制化的理念、行政國

家的發展等議題，但由於本文目標在於說明美國立法目的主義與文本主義的論爭發展，而本

章目標在於說明 Chevron doctrine 如何提供上述二陣營進一步論爭的素材，故為避免模糊焦

點，本文對於 Chevron 的完整前因後果及與本文要旨無關的重要議題不多做說明。關於

Chevron的完整前因後果及所牽涉的重要議題，請參考Thomas W. Merrill, The Story of Chevron 
USA Inc.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Sometimes Great Cases Are Made Not Bor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STORIES 164-194 (2011). 湯德宗，〈美國空氣汙染管制策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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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1977 年潔淨空氣法，在低於「國家空氣品質標準」（National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NAAQS）的「未達標準地區」（nonattainment area）的工廠，若

要新建（install）或改建（modify）其排放污染之設備，則必須提出申請，並經主

管機關核發許可（permit）才可新建或改建。EPA 曾依總量管制的泡泡概念來解

釋「改建」，此一解釋的效果是，只要工廠業主或廠長能證明其工廠的年度污染

總排放量可保持相同，則其設施之改建無需先經過申請。在 Alabama Power，特

區巡迴上訴法院裁定此一解釋的效果違反潔淨空氣法的立法目的—改善未達標

準地區的空氣品質—，故此解釋無效。原本不再使用總量管制解釋的 EPA，在雷

根政府上台後再次將總量管制概念應用在潔淨空氣法上，特區巡迴上訴法院在

Gorsuch 裁定此一應用與解釋違反 ASARCO 和 Alabama Power 所教示的原則，推

翻 EPA 的解釋。Chevron 要處理的問題是，特區巡迴上訴法院在 Gorsuch 的裁定

是否正確。或者說，特區巡迴上訴法院主張 EPA 將總量管制的泡泡概念用於解

釋潔淨空氣法的「靜態污染源」（stationary source），使未達標準地區的工廠的設

備擴增或維護得以豁免於「預防嚴重惡化」（Prevention of Significant Deterioration, 

PSD）機制對於潔淨空氣（而不是維持空氣品質）的嚴格要求，157違反了國會於

1977 年潔淨空氣法的立法目的以至超出國會授權，此一主張是否正確。158 

主筆 Chevron 判決主文的 Stevens 大法官在進入實質審查前，先指出（他認

                                                      
《政大法學評論》，第 35 期，頁 297-333，1987 年；湯德宗，〈美國環境法體系概要〉，氏著，

《美國環境法論集》，頁 1-8，台北：自刊，1990 年；湯德宗，〈美國清潔空氣法之理論與實

際〉，氏著，《美國環境法論集》，頁 33-58，台北：自刊，1990 年；湯德宗，〈美國公害管制

策略之檢討與經濟誘因理論之開發〉，氏著，《美國環境法論集》，頁 75-90，台北：自刊，1990
年；葉俊榮，〈論環境政策上的經濟誘因：理論依據〉，《臺大法學論叢》，第 20 卷第 1 期，

頁 87-111，1990 年；黃丞儀，〈鬆綁行政國家：從釋字第六一二號論「授權明確性原則」的

典範變遷〉，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編，《判解研究彙編》，頁 51-79，台北：李模務實法學基金

會，2007 年；黃丞儀，〈環境決策、司法審查與行政合理性—試析台灣與美國環境影響評估

訴訟中行政判斷之合法性控制〉，黃丞儀主編，《2010 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頁 321-432，
2011 年；黃丞儀，〈潔淨空氣，如何解釋？- 從 Duke Energy (2007) 與 Massachusetts v. EPA 
(2007)談美國行政法中立法目的、行政解釋和司法審查之關係〉，《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
第 3 期，（預定於 2015 年 9 月出版），頁____，2015 年；廖元豪，〈行政程序法命令訂定程

序之研究〉，《華岡法粹》，第 27 卷，頁 326-27，1999 年；宮文祥，〈初探科學在環境法發展

上所扮演的角色—以美國法為例〉，《科技法學評論》，第 7 卷第 2 期，頁 129-180，2010 年；

宮文祥，〈面對環境保護落石與環境政策型塑：試探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當為及當守之分際—
以作為我司法審查之參考〉，《司法新聲》，第 105 期，頁 26-40，2010 年。 

157  Gorsuch, 685 F.2d at 726. 
158  Chevron, 467 U.S. at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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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法院審查行政機關法律解釋的「通常審查步驟」，並說明實質審查將以此步

驟進行。由於這個「通常步驟」的用語本身相當模糊，或說曖昧不明，導致立法

目的主義者（如 Stevens 本人）和剛性文本主義者（如 Scalia）將之做不同解讀，

因此，我們有必要詳細說明這個審查步驟，Stevens 指出， 

當法院審查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時，法院面對的是二個問題。第一

個問題總是這樣的，法院要（使用各種傳統法律解釋方法）159探究

國會是否曾對該案的系爭問題作出直接指示。如果國會對系爭問

題的意圖是明確的，則審查將到此為止。因為對於國會無歧義地表

達出來的意圖所形成的法律，法院與行政機關只能直接適用。然而，

若法院發現國會未曾直接處理系爭的具體問題，法院也不能直接

逕自對系爭法律做出解釋，如她在行政機關未對系爭法律位做出

相應行政解釋的情況中所必然會做的那樣。反而，當法律文本對系

爭問題是保持沈默的，或具有歧義的，則法院面對的問題是，行政

機關對系爭問題的處理是否奠基於對系爭法律而言是可容許的解

釋。160 

美國行政程序法第 706 條清楚指出，審查行政機關作為的法院應該就所有法

律問題做出決定、解釋憲法與法律。正如前述所提及的 Chevron 前，法院在以關

聯於立法者原意或目的或法律文義的各種判準，審查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並做出

是否適當或正確的裁定。同一法條所規定的撤銷行政作為的訴因「恣意、專斷或

                                                      
159  第一步驟的審查對使用各種傳統法律解釋方法的要求並沒有寫在正文中，而是寫在註腳，請

見 Id. at 843 note 9 (“If a court, employing traditional tools of statutory construction, ascertains 
that Congress had an intention on the precise question at issue, that intention is the law and must be 
given effect”). (emphasis added) 

160  Id. at 842-43 (“When a court reviews an agency’s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ute which it administers, it 
is confronted with two questions. First, always,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Congress has directly spoken 
to the precise question at issue. If the intent of Congress is clear, that is the end of the matter; for 
the court, as well as the agency, must give effect to the unambiguously expressed intent of Congress. 
If, however, the court determines Congress has not directly addressed the precise question at issue, 
the court does not simply impose its own construction on the statute, as would be necessary in the 
absence of an 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 Rather, if the statute is silent or ambiguous with respect 
to the specific issue, the question for the court is whether the agency’s answer is based on a 
permissibl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ute.”). (emphasis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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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濫用」也發展出法院常使用的「嚴格檢視原則」（Hard look doctrine）。161那

麼在美國行政程序法的框架下，為什麼上述審查步驟能夠正當地主張，法律文本

對系爭問題未置一詞或具有歧義時，法院只能就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是否為可容

許的法律解釋來進行審查？162 

Stevens 大法官的理由是，法院的先例揭示了以下原則，在國會以明示或默

示地將法律執行的細節廣泛授權給行政機關的不同情形，法院的審查的方式也會

有所不同。當明示地廣泛授權時，法院只能就行政機關清楚表述政策和制定相關

規則的行政作為是否有恣意、專斷、違反法律的情形進行審查；163當默示地廣泛

授權時，如果對系爭法律的政策的完整理解奠基於（超過一般性知識的）專業知

識，且如果行政機關對廣泛授權給它的法律中彼此衝突的政策做出合理的協調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而我們從法律文本或立法史資料都找不出國會會

反對行政機關為衝突的政策做出合理協調，則此時法院應該要依從行政機關的法

律解釋。164 

Stevens 大法官的意思是說，在明示廣泛授權時，法院只能就行政程序法所

賦予法院的職責範圍來審查。但默示廣泛授權通常是發生在該法律所欲規範的對

象或政策的內容非常專業，只有被授權執行的行政機關才有相應的完整知識，此

時法院應該依從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此外如果一個牽涉高度專業的法律所包含

的幾個政策有彼此衝突的情形，也只有相應的專業行政機關才能發現不同政策的

衝突及合理協調它們的方式。此時，如果法院用盡傳統解釋方法，都無法做出國

                                                      
161  關於行政程序法所賦予美國法院的審查職責，以及相關條款所形成的審查判準，如嚴格檢視

原則，請參考黃銘輝，〈論美國法上法院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密度－以通訊傳播行政為中

心〉，《臺北大學法學論叢》，92 期，頁 187-252，2014 年；黃丞儀，前揭註 155（〈環境決策、

司法審查與行政合理性—試析台灣與美國環境影響評估訴訟中行政判斷之合法性控制〉），頁

321-432；廖元豪，前揭註 155，頁 326-27；宮文祥，前揭註 155（〈面對環境保護落石與環

境政策型塑：試探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當為及當守之分際—以作為我司法審查之參考〉），頁 26-
40。 

162  Scalia 大法官也曾以行政程序法對法院與行政機關分別賦予的職權與職責來說明 Chevron 與

傳統截然不同的衝突性格，請見 Antonin Scalia, Judicial Deference to 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Law, 1989 DUKE L.J. 511, 512-13 (1989) (“Chevron, if its categorical language is 
to be believed, and if the Court intends to stand by it, essentially chose between these two conflicting 
lines of decision.”). 

163  Chevron, 467 U.S. at 843-44. 
164  Id. at 8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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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反對行政機關根據其專業知識為法律的衝突政策做合理協調的結論，則法院

就應該依照國會廣泛授權專業行政機關實現專業政策的一貫邏輯，依從行政機關

的合理協調行政作為。 

Stevens 大法官指出，特區巡迴上訴法院的問題在於，合議庭雖然正確地發

現國會於 1977 年增修潔淨空氣法時沒有將總量管制概念應用於靜態污染源的意

圖，但卻沒有依上述先例所揭示的原則審查此案，導致總量管制概念的應用被放

在錯誤的脈絡中審查。此外由於特區巡迴上訴法院合議庭沒有正確理解上述原則，

也就因此誤解了法院在此類案件中所應扮演的角色，依從國會對政策的制定、對

能夠處理非常技術性和非常複雜的專業的行政機關的廣泛授權。165Stevens 大法

官分析道，雖然立法史資料中的參議院委員會報告揭示了該次增修的立法目的除

了潔淨空氣外，但也包括促進合理的經濟利益。166在根據上述步驟分別從立法史

資料考察立法者原意或目的，以及從理應承載著立法者原意或目的的法條文義，

探究立法者是否曾針對系爭問題做出明確指示後，Stevens 大法官指出，雖然立

法者並沒有將總量管制概念用於系爭名詞的意圖，但文義顯示立法者試圖擴大

EPA 實現潔淨空氣法政策目標的法律解釋空間，以便以更大的裁量權形成適當的

管制法規。167依此，根據 Stevens 所指出的先例揭示的審查步驟，EPA 將總量管

制概念應用於靜態污染源，以合理地協調降低空氣污染和維持經濟成長的政策目

標，是可接受的法律解釋。168 

一旦與先前說明的 Chevron 之前的行政機關法律解釋審查的發展相較，我們

會發現，Chevron 的論理是極富革命性的。以往的各種審查判準或原則，都顯示

法院仍是法律解釋的最終裁決者或宣示者，但 Chevron 卻指出，只要國會對系爭

問題沒有明確指示過，則不論國會是根本沒想過系爭問題，或僅用概括文字說明

概括目標（潔淨環境空氣、監控金融體系等），法院都只能依從行政機關的法律

                                                      
165   Id. at 845-51, 864-66 (“Such policy arguments are more properly addressed to legislators or 

administrators, not to judges.”). 
166  Id. at 851-52. 
167  Id. at 853-863 
168  Id. at 866 (“We hold that the EPA’s definition of the term ‘source’ is a permissibl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ute which seeks to accommodate progress in reducing air pollution with economic growth.”). 
(emphasis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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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除非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連最起碼程度的合理裁量都稱不上）。所以學者

們才會認為，Chevron 是 counter-Marbury 的，或說，Chevron 是「行政國家」的

Marbury。169此外 Chevron 用所謂的同類案件都要處理的二個問題，統一了以往

紛陳混雜的審查判準與原則，法院首先要用所有傳統的法律解釋方法確認國會在

立法時是否曾針對系爭問題做出明確指示，若有，則依從國會指示。若無，則進

入第二個步驟，審查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是否為合理的政策裁量，若審查後發現

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連可容許的基本合理性都稱不上時，法院才可推翻行政機關

的法律解釋。正如特區巡迴上訴法院的 Starr 法官在 Chevron 裁定後所指出的，

「Chevron 對依從原則的首要作用在於，消除了我們法律中長久存在的模糊空間。

在 Chevron 之前，我們難以辨識出單一的審查行政機關法律解釋的判準。」170 

姑且不論對先例更為完整的考察與分析是否能得出和 Stevens 大法官相同的

法官在國會廣泛授權的情況中應扮演的角色以及審查行政機關法律解釋審查步

驟的結論，Chevron 仍然提出了一個比以往混雜的不同判準與解釋方式的統一審

查步驟。這個二階段的審查步驟，隨後被稱為 Chevron two-step。而 Chevron two-

step 和 Chevron 對法官在類似案件中應扮演的消極角色、行政機關在政策細部填

補與法律解釋上的積極角色的闡釋，則被統稱 Chevron doctrine。 

 

  

                                                      
169   Kenneth W. Starr, Judicial Review in the Post-Chevron Era, 3 YALE J. ON REG. 283 (1986) 

(“Judicial deference to agencies’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s thus constitutes a continuing source of 
tension for judges because it necessarily means that an agency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is displacing the judiciary in its traditional and jealously guarded law-declaring 
function.”); Sunstein, supra note 121, at 2075; Merrill, supra note 121, at 496-497; John F. Manning, 
Chevron and Legislative History, 82 GEO. WASH. L. REV. 1517, 1524 (2013-2014) (“this approach 
might on the surface seem at odds with the Marbury principle that judges have the duty to declare 
the law applicable to the cases they decide, Chevron of course finds its justification in the concept 
of delegation”). 

170  Starr, supra note 168, at 2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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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hevron 與制定法解釋論爭的發展 

如前述，Scalia 對於法院以立法史考察削減國會立法權、增加自身權限的結

果非常排斥。Scalia 的剛性文本主義使用他認為客觀的立法當時的字典、具類似

規範效果的其他條文等資源來發現原初公意，以此來界定文義，並徹底拒斥法院

使用文義以外的資源，如立法史考察，來釐清、佐證，甚至推翻法律文義。171 

在 Chevron 案之前，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涉及國會對行政機關的授權以及行政

機關的法律解釋的案件，並未採取單一審查判準，而是混合地使用各種判準來釐

清國會的授權範圍，以決定法院是否要依從行政機關的解釋。172但在 Chevron 之

後，Chevron doctrine 的第一個步驟要求法院確認「立法者是否曾針對個案系爭問

題做出明確指示」，若有，則行政機關與法院只能依從國會決定；若沒有，則進

入第二步驟。第二步驟要求法院審查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是不是一個可容許的裁

量，如果是，則法院只能依從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 

Chevron doctrine 的二個步驟似乎都在壓縮法院以自身裁量介入國會與行政

機關的法律、法規制訂的空間，因此，Chevron doctrine 和 Scalia 大法官的剛性文

本主義似乎有一些相似之處，Scalia 也不諱言自己大概是聯邦最高法院內最懂也

最擁護 Chevron 的大法官。但除了 Scalia 自己以及 Michael Herz 之外，173Scalia

的剛性文本主義和 Chevron doctrine 之間有沒有更深入的聯繫的問題，一開始並

未受到學者們的重視。174 

                                                      
171  原初公意以法律通過時，所有公民對法律文義的認知為準，例如，以當時的字典的解釋為準，

藉此排除了對立法者原意的辨識，從而試圖徹底禁絕立法史的使用。請見 Frank H. 
Easterbrook, supra note 82 (The Role of Original Intent in Statutory Construction); U.S. DEP’T OF 

JUSTICE, OFFICE OF LEGAL POLICY, USING AND MISUSING LEGISLATIVE HISTORY: A RE-EVALUATION 

OF THE STATUS OF LEGISLATIVE HISTORY I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t 20-26 (1989). 
172  See Diver, supra note 126. 
173  請見 Scalia, supra note 161, at 521 (“In my experience, there is a fairly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gree to which a person is (for want of a better word) a strict constructionist of statutes, and 
the degree to which that person favors Chevron and is willing to give it broad scope.”) (1989). 
Michael Herz 主張 Scalia 非常熱烈地歡迎 Chevron doctrine，且屢次積極地為此原則辯護。請

見 Michael Herz, Textualism and Taboo: Interpretation and Deference for Justice Scalia, 12 
CARDOZO L. REV. 1663, 1663, 1677 (“Justice Scalia is a fierce, sometimes strident defender of 
Chevron”) (1991). 

174  直到 Merrill 在 1994 年以 Eskridge 對傳統進路與剛性文本主義的批判為基礎，分析 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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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一開始的不重視並非沒有道理，Thomas W. Merrill 認為至少有二個原

因讓學者們在 Chevron 案裁定後沒多久、剛性文本主義剛影響聯邦最高法院沒多

久時，不去注意這二者間的關聯。首先，剛性文本主義似乎與 Chevron doctrine 的

立法目的主義要素有所衝突。Chevron 的第一個步驟就要求法院確認立法者對系

爭問題有沒有做出明確指示，也就是要求法院根據立法史資料去辨識出立法者當

時的原意、目的。因此，除非文本主義者可以排除 Chevron doctrine 的 Chevron 

two-step 的立法目的主義要素，並重構 Chevron two-step 的操作方式，否則，文

本主義和 Chevron doctrine 似乎是二回事。其次，剛性文本主義似乎與 Chevron 

doctrine 預設的忠實代理人原則有所衝突。如前述，Scalia 這樣的剛性文本主義

者，根本完全拒斥忠實代理人原則。Scalia 主張的是嚴格的權力分立，立法者制

定出客觀的法律，行政機關執行此一客觀的法律，法院適用此一客觀的法律。在

這種觀點下，法院要做的不是去找立法者的原意，擔任立法者的忠實代理人，而

是作一個受憲法託付的國家機關，這個國家機關的任務是獨立自主地行使職權，

解釋與適用被原初公意客觀化的法律文義。但 Chevron two-step 的第一個步驟要

求法院扮演國會的忠實代理人，第二個步驟則要求法院在一定前提下扮演行政機

關的忠實代理人（或更確切地說，國會的忠實代理人）。文本主義者似乎難以從

嚴格的權力分立觀點轉換到國會與行政機關的忠實代理人原則。175 

支持立法目的主義的法官，或說，不支持剛性文本主義者的法官，在面對

Chevron cases 時似乎不會感到有太嚴重的方法上的內在困難。畢竟非剛性文本主

                                                      
至 90 年代的 Chevron cases 的發展前，就連 Eskridge 也沒預料到傳統進路和剛性文本主義會

與 Chevron doctrine 和 Chevron cases 產生非常密切的聯繫。在 90 年前期之前，對於文本主

義和 Chevron doctrine，學者們大多是分開討論。關於文本主義，請見 Stephen Breyer, On the 
Uses of Legislative History In Interpreting Statutes, 65 S. CAL. L. REV. 845 (1992); William N. 
Eskridge, Jr., The New Textualism, 37 UCLA L. REV. 621 (1990); Daniel A. Farber & Philip P. Frickey, 
Legislative Intent and Public Choice, 74 VA. L. REV. 423 (1988); William D. Popkin, An “Internal” 
Critique of Justice Scalia’s Theory of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76 MINN. L. REV. 1133 (1992); 
Frederick Schauer, Statutory Construction and the Coordinating Function of Plain Meaning, 1990 
SUP. CT. REV. 231. 關於 Chevron，則請見 Cynthia R. Farina,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89 COLUM. L. REV. 452 (1989); Kenneth W. Starr, 
Judicial Review in the Post-Chevron Era, 3 YALE J. ON REG. 283 (1986); Cass R. Sunstein, Law 
and Administration After Chevron, 90 COLUM. L. REV. 2071 (1990). 

175  Merrill, Thomas W., Textualism and the Future of the Chevron Doctrine, 72 WASH. U. L. Q. 351, 
352-54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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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者可以使用許多方法來實現 Chevron two-step 的第一步驟與第二步驟的要求：

「確認立法者是否曾針對系爭問題做出明確指示」、「審查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以

至法規制訂在合理性框架下是否合理或可容許」。 

另方面，雖然在壓縮法院裁量空間的意義上，剛性文本主義和 Chevron two-

step 有點類似。但根據前述的說明，剛性文本主義和 Chevron two-step 之間似乎

還是存在著內在的不一致。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檢視傳統進路和剛性文本

主義如何處理 Chevron cases。而要檢視傳統進路和剛性文本主義如何處理

Chevron cases，我們必須像上一章所做的一樣，先分析傳統進路和剛性文本主義

與 Chevron two-step 的關聯，或說，它們如何使用 Chevron two-step，我們就能較

深入瞭解傳統進路和剛性文本主義如何處理 Chevron cases，以及這些處理方式的

發展。而後，我們可以較深入檢視傳統進路和剛性文本主義與 Chevron doctrine

的關係，甚至傳統進路和剛性文本主義和制定法解釋的關係。 

事實上，以下我們將發現，傳統進路和剛性文本主義對 Chevron two-step 的

不同使用或對待方式構成了聯邦最高法院內制定法解釋的第二輪論爭。而這場論

爭同時更突顯了傳統進路，特別是剛性文本主義在制定法解釋方法甚至權力分立

概念上的特性，由此，我們將可以批判地分析聯邦最高法院在近 30 年間就制定

法解釋究竟在論爭什麼，對制定法解釋而言又能有什麼啟發。以下我將先說明

Chevron two-step 的曖昧語言如何導致傳統進路和剛性文本主義對 Chevron two-

step 採取了不同解讀，或反過來，傳統進路和剛性文本主義本身的原則對於解讀

Chevron two-step 產生什麼影響。而後，我說明傳統進路和剛性文本主義的不同

解讀方式如何構成了聯邦最高法院內第二輪制定法論爭。 

 

（一）Chevron 二階段審查的難題 

雖然 Chevron two-step 統一了過去紛雜的審查判準，但這並不表示 Chevron 

two-step 可以透過這個革新來取得正當性或先例的權威地位。至少就的曖昧或

模糊用語來看，它造成了許多解讀上的困擾，以致日後以 Chevron doctrine 來審

查 Chevron cases 時，聯邦最高法院的二個解釋方法的「敵對陣營」就根據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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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Chevron two-step 的不同解讀來與對方陣營對抗。為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得先

回頭看 Stevens 怎麼構做 Chevron two-step 的。 

當法院審查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時，法院面對的是二個問題。第一

個問題總是這樣的，法院要（使用種種的傳統法律解釋方法）探究

國會是否曾對該案的系爭問題作出直接指示。如果國會對系爭問題

的意圖是明確的，則審查將到此為止。因為對於國會無歧義地表達

出來的意圖所形成的法律，法院與行政機關只能直接適用。然而，

若法院發現國會未曾直接處理系爭的具體問題，法院也不能直接逕

自對系爭法律做出解釋，如她在行政機關未對系爭法律位做出相應

行政解釋的情況中所必然會做的那樣。反而，當法律文本對系爭問

題是保持沈默的，或具有歧義的，則法院面對的問題是，行政機關

對系爭問題的處理是否奠基於對系爭法律而言是可容許的解釋。176 

這段文字看起來似乎非常單純，步驟一是探究國會立法時是否曾對系爭問

題做出直接指示，若有，則系爭法律解釋的意義已經確定，法院依此做出裁

定。但當法院在步驟一時發現國會並未對系爭問題做出指示，則視為國會廣泛

授權給行政機關為國會未預期的問題做出法律解釋與政策合理實現，此時法院

必須依從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除非其法律解釋非常不合理。 

這段文字的問題在於，步驟一包含「法院要（使用各種傳統法律解釋方

法）探究國會是否曾對該案的系爭問題作出直接指示。如果國會對系爭問題的

意圖是明確的，則審查到此為止」以及「反之若法律文本對系爭問題是保持沈

默或具有歧義的，則視為國會對行政機關的默示授權，此時法院應進入第二步

驟的審查」。前者很明顯是要求法院以傳統進路，也就是立法目的主義與文本主

義來找出「國會立法時的『意圖』」，但後者卻未表達出要求探究國會立法時的

意圖，而只要求法院檢視法律文本是否對系爭問題「未置一詞或具有歧義」，也

就是僅僅只考察文本客觀文義是否是不明確的，來決定是否進入步驟二。各種

傳統法律解釋方法事實上已經包括了文本文義的分析，那麼為什麼還要多此一

                                                      
176  Chevron, 467 U.S. at 8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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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去單單分析文本文義是否明確處理系爭問題？在這個審查步驟的曖昧文字說

明下，當法院根據 Chevron step one 來審查 Chevron cases 時，究竟要依「傳統

進路」的方式，綜合各種資料檢視國會意圖，還是依「剛性文本主義」的方

式，單以「文義未明文規範系爭問題或對系爭問題的規範帶有歧義」來判定是

否要進入 step two？ 

Stevens 大法官在 Chevron 判決主文中曾提出一個說明，可以解釋上述問

題。在判決主文的大綱和內文，Stevens 大法官都在考察立法史資料後，分析系

爭法律的文義，並以這二者的綜合考量說明立法者原意或目的，因為「在國會

的『意圖』能夠由法律文本的語言中被辨識出來的情況，它顯示…」。177由此可

知，Stevens 的「各種傳統法律解釋方法」是本文所謂的傳統進路，也就是立法

目的主義和文本主義綜合使用，但文本文義的權威性奠基於立法者原意或目

的。但這並不能合理地說明，為什麼在已經用了包含柔性明確文義原則在內的

「各種傳統解釋方法」後，還要特別加上對法律文本的單獨分析的要求。 

事實上，在 Chevron 裁定後的 30 年間，關於如何確定國會是否曾對系爭問

題做出明確指示的問題，仍然是個爭論，而且還在不斷擴大。178並且，不論在

聯邦最高法院內，或是各個聯邦巡迴法院，不同的法官對於 Chevron step one 究

竟指立法目的主義加上（柔性）文本主義，或是指剛性文本主義，仍然抱持不

同看法（但至少在聯邦巡迴法院，主張前者的法官居大多數）。179因此我們可以

說，或許 Stevens 在心中對這個問題所想的是「立法目的主義加上（柔性）文

本主義」，而「單單以法律文本分析是否存在不明確」只是額外做出強調。180不

                                                      
177  Id. at 838, 862 (“We know full well that this language is not dispositive; the terms are overlapping 

and the language is not precisely directed to the question of the applicability of a given term in the 
context of a larger operation. To the extent any congressional ‘intent’ can be discerned from this 
language, it would appear that…”). (emphasis added) 

178  John F. Manning, supra note 168, at 1529. 
179  Id. at 1539-40. 
180  Merrill 的親身經驗證實了 Stevens 大法官沒有引入剛性文本主義的想法，在兩次公開演講的

討論中，Merrill 詢問 Stevens 大法官，他的 Chevron two-step 到底意謂著什麼。Stevens 大法

官指出，Chevron two-step 只是他歸納傳統進路的結論。這是說，他在 Chevron two-step 中沒

有意圖著比傳統進路更多或更少的審查判準。請見 Merrill, supra note 155, at 186, 186 note 73 
(2011). (有趣的是，如果只是傳統進路的歸納，那麼 Chevron two-step 的立法目的主義真的統

一了傳統的紛雜判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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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如何 Stevens 是不是這樣想，曖昧的 Chevron two-step 仍然（並且就是）留下

了立法目的主義和剛性文本主義繼續論爭的空間。 

Scalia 對 Chevron two-step 的曖昧文字的回應是，宣稱立法目的主義解讀會

導致 Chevron doctrine 的根基被侵蝕，因為認可立法目的主義解讀並以其作為第

一個步驟，來辨識立法者原意，無非是以法官自己的政策偏好來強加在法律

上。唯一保全 Chevron doctrine 以至 Chevron deference 的方法，就是使用剛性文

本主義來確認法律文本是否存在不明確，以防止法官個人的偏見與政策偏好扭

曲了立法者原意，使國會對行政機關的廣泛授權能夠實現。 

以 Cardoza-Fonseca 為例，INS 主張它以超過 50%可能性來解釋 1980 年難

民法的 well-founded fear 應該依 Chevron doctrine 而獲得法院的依從，但主筆判

決主文的 Stevens 主張，他在「使用各種傳統法律解釋方法」後的結論是，「國

會沒有要意思要將 well-founded fear 等同於 clear probability」、「國會的意圖是盡

可能彈性地解釋 1980 年難民法，以回應世界上眾多政治和宗教異議者以及被秘

密囚禁的人的艱難處境」。181Scalia 在部份同意部份不同意（同意結論不同意論

理）意見書中則猛烈攻擊多數意見，主張多數意見的論理有二個嚴重錯誤。首

先，文義本身以及法條結構非常明確，沒有超過 50%可能性的意涵，且多數意

見也同意這點。那麼，有什麼正當理由要耗費那麼大的心力與時間去考察立法

史資料來獲得相同的結論。182其次，多數意見對於 Chevron 的解讀是嚴重錯誤

的。因為「使用各種傳統法律解釋方式」蘊含法院可以（在考察立法史資料

後）以自己對系爭法律的解釋取代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這樣的做法會讓

Chevron deference 的基礎被淘空，讓 Chevron doctrine 名存實亡。183 

                                                      
181  Cardoza-Fonseca, 480 U.S. at 445-49. 
182  Id. at 452 (Scalia, J., concurring). 
183  Id. at 453-55 (Scalia, J., concurring) (“The Court’s discussion is flatly inconsistent with this well-

established interpretation. The Court first implies that courts may substitute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a 
statute for that of an agency whenever, ‘[e]mploying traditional tools of statutory construction,’ they 
are able to reach a conclusion as to the prop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atute. Ante, at 446. But this 
approach would make deference a doctrine of desperation, authorizing courts to defer only if they 
would otherwise be unable to construe the enactment at issue. This is not an interpretation but an 
evisceration of Chevron…In my view, the court badly misinterprets Chev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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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oza-Fonseca 很清楚地顯示了，聯邦最高法院內的立法目的主義者或傳

統進路是如何解讀 Chevron two-step，而剛性文本主義者 Scalia 又是如何解讀

Chevron two-step。立法目的主義者強調或著重的是「使用各種傳統法律解釋方

法」達到「辨識出立法者對系爭問題的原意」的目標，至於法律文本本身是否

不明確，只是為前者提供佐證。剛性文本主義者則一貫地拒斥「使用各種傳統

法律解釋方法」，並單單以「承載著立法者原意，且可藉以辨識立法者的意圖明

確與否的客觀文義」來判斷。兩個陣營對 Chevron two-step 的不同解讀形成一個

有趣的場景，如果按照剛性文本主義的原則來解讀 Chevron，則 Scalia 必須要使

用「各種傳統法律解釋方法」，包括「立法史資料的考察」；另方面，如果按照

立法目的主義來解讀 Chevron，則 Stevens 必須承認不存在 Chevron two-step，

因為他只是統整歸納審查行政機關法律解釋的傳統進路，沒有意圖建立跟傳統

進路不同的新審查步驟或判準。但由於審查行政機關法律解釋的傳統進路本來

就較為強調立法者原意或目的，因此即便 Chevron two-step 奠基於創建者的

「無心插柳」，對於以立法史資料考察立法者原意的目標而言，也無關緊要。但

對於強硬文義者而言，強硬拒斥「白紙黑字」的「各種傳統法律解釋方法」，以

拯救被立法目的主義陣營嚴重傷害的「嚴格權力分立」、「專家政治」、「行政機

關的可問責性」，是不是合理或具有正當性，恐怕很難說。 

讓我們假設一下，如果，Scalia 的 Chevron 剪貼式解讀並沒有維護了「嚴格

權力分立」、「專家政治」、「行政機關的可問責性」，反而嚴重傷害了它們，則

Scalia 還能宣稱剛性文本主義的「砍一手以拯救靈魂」才是對 Chevron 的正確解

讀嗎？猶有甚者，如果這個假設情形確實存在，則宣稱要維護「嚴格權力分

立」、「抑制法官的個人偏見與偏好」的剛性文本主義，本身還有正當性嗎？這

個假設問題我們將留待下一章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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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hevron 案件的發展 

根據上一節的討論，由於 Chevron two-step 的曖昧模糊文字，導致持不同法

律解釋立場的陣營各取所需地解讀 Chevron step one。問題是，這個不同解讀，對

日後的 Chevron cases 產生了什麼影響。若我們能夠說明判決史的發展，則我們

不但能更完整地說明這二種不同解讀背後的法律解釋方法的特性，也能有實質而

具體的資源批判分析立法目的主義與剛性文本主義的特性。依此，這一節我將接

著說明 Chevron cases 的發展，為下一章的批判提供分析的資源。 

根據先前的說明，90 年代開始前，立法史考察以逐漸減少的趨勢發展，而剛

性文本主義則以逐漸增加的趨勢發展。按照 Merrill 的統計，184到了 1992 年會期，

整個形勢完全翻轉，在 66 個與制定法解釋相關的案子中有超過 40 個案子沒有援

引立法史資料，而且是所有參與這些案子的每一個法官都沒有援引立法史資料。

在 66 個案子中只有 13 個案子援引了立法史資料。185 

另方面，雖然使用字典來確定法律文詞的一般意義並不是剛性文本主義所獨

佔的方法，但剛性文本主義的確強調以字典來確定客觀法律文義，故使用字典與

否仍能當作一個指標。186在 1981 年會期只有一個案子的多數意見使用字典來確

定法律文詞的文義，但到了 Scalia 加入聯邦最高法院的 2 年間，1988 年會期與

制定法解釋有關的案子中有 13%使用字典，到了 1992 年會期，這個比例更上升

到 33%。以上數據非常清楚地呈現出，立法目的主義與剛性文本主義的消長趨勢

從 80 年代後半一直延續到 90 年代上半。187 

至於 Chevron two-step 和剛性文本主義的關聯，如前述，此時期的剛性文本

主義在面對Chevron cases時，以其原則排除立法目的主義的成分。例如在National 
                                                      
184  本節的統計資料和觀察的主要參考出自Thomas W. Merrill在 90年代初期的二篇論文 Judicial 

Deference to Executive Precedent, 101 YALE L. J. 969 (1991-1992), Textualism and the Future of 
the Chevron Doctrine, 72 WASH. U. L. Q. 351 (1994), 以及 Wald, The Sizzling Sleeper: The Use of 
Legislative History in Construing Statutes in the 1988-89 Term of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39 AM. U. L. REV. 277 (1990). 

185  Merrill, supra note 174, at 356. 
186  請見 A. Raymond Randolph, Dictionaries, Plain Meaning, and Context i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17 HARV. J. L. & PUB. POL’Y 71 (1994). 
187  Merrill, supra note 174, at 3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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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lroad Passenger Corporation v. Boston & Maine Corp.案 188，主筆的 Kennedy 大

法官在援引 Chevron doctrine 時，以剛性文本主義改寫了 Chevron two-step。

Kennedy 說：「若行政機關的解釋並沒有和制定法的明確文義衝突，本院應遵循

其解釋。法院在確定行政機關的解釋是否是制定法的文本可允許的建構時，必須

注意制定法的結構和語言並將之視為一個整體。」、「如果制定法的文詞是有歧義

的且因此在某些面向上是可以自由解釋的，那麼行政機關被國會授予了某種程度

的授權，而法院對行政機關也因此有某種程度的遵循。即便如此，法院不需要接

受行政機關不合理的解釋。」189顯然地，Kennedy 的重述改寫了 Chevron two-step，

Chevron step one 中關於立法者原意的要素被完全忽略，改以明確文義（plain 

language）、法律文本的結構與文詞作為一個整體（structure and language of the 

statute as a whole）、法律文本（the text）等剛性文本主義的解釋方法替代。 

然而，並不是只有支持剛性文本主義的大法官才會以改寫 Chevron two-step

的方式壓抑 Chevron doctrine 的效果，在 92 年甚至 93 年以前，聯邦最高法院在

許多案子中用不同的方式以法院的解釋取代行政機關的解釋。根據 Merrill 的統

計，在 92 年以前，聯邦最高法院從 Chevron 裁定後對於 Chevron doctrine 和

Chevron deference 一直都沒有全盤接受（圖一）。190 

聯邦最高法院於 1984-1992 年所處理的行政機關法律解釋案件統計（圖一） 

會期 

A 

 

 

 

B 

 

 

 

C 

 

 

 

D 

使用

Chevron 

doctrine

E 

使用

Chevron 

doctrine

F 

 

 

使用

                                                      
188  National Railroad Passenger Corp. v. Boston & Maine Corp., 503 U.S. 407 (1992). 
189  National Railroad Passenger Corp. v. Boston & Maine Corp., 503 U.S. at 417-18 (“If the agency 

interpretation is not in conflict with the plain language of the statute, deference is due. In 
ascertaining whether the agency's interpretation is a permissible construction of the language, a 
court must look to the structure and language of the statute as a whole. If the text is ambiguous and 
so open to interpretation in some respects, a degree of deference is granted to the agency, though a 
reviewing court need not accept an interpretation which is unreasonable.”). 

190  此圖表轉引、翻譯自 Thomas W. Merrill, Judicial Deference to Executive Precedent, 101 YALE 
L.J. 969 (1992), 並加上算法說明。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2 
 

涉及行政

機關法律

解釋的案

件數 

行政機關

法律解釋

被接受的

案件數 

使用

Chevron 

doctrine

的案件數 

且接受行

政機關法

律解釋的

案件數 

且進入第

二步驟審

查的案件

數 

Chevron

之前的裁

定標準的

案件數 

  %=B/A %=C/A %=D/C %=E/C %=F/A 

1981 

1982 

1983 

11 

15 

19 

10(90%) 

11(73%) 

13(68%)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8(73%) 

11(73%) 

11(57%) 

小計

1981-

1983 

45 34(75%) N/A N/A N/A 30(66%)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 

14 

9 

14 

9 

14 

11 

18(94%) 

11(78%) 

5(55%) 

9(64%) 

4(44%) 

8(57%) 

8(73%) 

1(5%) 

6(43%) 

2(22%) 

5(36%) 

3(33%) 

9(64%) 

6(55%) 

1(100%) 

5(83%) 

1(50%) 

3(60%) 

1(33%) 

4(44%) 

4(66%) 

1(100%) 

4(66%) 

1(50%) 

3(60%) 

1(33%) 

2(22%) 

2(33%) 

7(37%) 

6(42%) 

2(22%) 

3(21%) 

6(66%) 

4(29%) 

6(55%) 

小計

1984-

1990 

90 63(70%) 32(36%) 19(59%) 14(44%) 34(37%) 

1991 

1992 

8 

8 

6(75%) 

6(75%) 

3(37%) 

6(75%) 

3(100%) 

4(66%) 

2(66%) 

3(50%) 

1(13%) 

4(50%) 

小計 

1991-

1992 

16 12(75%) 9(56%) 7(77%) 5(55%)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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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在 Chevron 未被推翻前，只要案件涉及行政機關法律解釋或者當事人

主張爭點的依據在於 Chevron，就有 Chevron doctrine 的適用（這就是為什麼它們

被稱為 Chevron cases）。但在 84 年至 92 年間的 Chevron cases，即便聯邦最高法

院認可了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也多不是使用 Chevron two-step。1984 年至 1990

年會期間，聯邦最高法院共處理了 90 件涉及行政機關法律解釋的案件，聯邦最

高法院認可了其中 63 件案子的行政機關法律解釋（70%）。但在這 90 件案子中，

只有 32 件使用了 Chevron doctrine（36%）。這說明在 90 年之前，聯邦最高法院

並不將 Chevron 視為為審查行政機關法律解釋時必須遵循的先例，或具有支配力

的先例。而在 32 件使用 Chevron two-step 的案子中，只有 19 個案子的行政機關

法律解釋被接受（59%）。 

換言之，當時的聯邦最高法院並不認為 Chevron doctrine 等於 Chevron 

deference。而在 32 件使用了 Chevron two-step 的案子中，只有 14 件進入 Chevron 

step two 的審查，也就是 32 件案子中只有 14 件案子是由法院審查行政機關法律

解釋是否合理或可容許（44%）。這意謂著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超過 32 件案子半數

的 18 件案子在 Chevron step one 就由法院認定立法者原意或文本文義非常明確，

因而無須啟動或進入 Chevron step two。最後，在涉及行政機關法律解釋的 90 件

案子中，有 34 件使用了 Chevron 之前的傳統判準來做裁定（37%）。這再次說明

了，聯邦最高法院並不認為 Chevron doctrine 是具有支配力的先例，否則，使用

Chevron two-step 即可，無須透過 Chevron 案之前的傳統判準來釐清或佐證法院

的審查。191 

1991 年至 92 年會期對 Chevron two-step 的倚賴有加強，但與先前大致相仿，

Chevron two-step 仍不具支配力。計 1991 年至 92 年會期共有 16 件案子涉及行政

機關的法律解釋，其中 12 件案子的行政機關法律解釋被法院接受（75%；1984-

90 年為 70%）。而 16 件涉及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案子中，有 9 件使用了 Chevron 

two-step（56%；1984-90 年為 36%）。在使用了 Chevron two-step 的 9 件案子中，

                                                      
191  這也佐證了先前 Merrill 詢問 Stevens 大法官對 Chevron two-step 的意圖，而 Stevens 大法官

回應那只是他對傳統進路的歸納整理的說法。在某個時點前，除非當事人要求，否則 Stevens
大法官通常不援引 Chevron two-step。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4 
 

有 7 件案子的行政機關法律解釋被法院接受（77%；1984-90 年為 59%）。在使用

了 Chevron two-step 的 9 件案子中，有 4 件案子在第一步驟審查就由法院認定立

法者原意/文本文義非常明確，其餘 5 件案子進入第二步驟的審查（55%；1984-

90 年為 44%）。 

最後，在涉及行政機關法律解釋的 16 件案子中，有 5 件使用了 Chevron 之

前的判準來做裁定（31%；1984-90 年為 37%）。比較 1991-92 年會期和 1984-90

年會期可以發現，在涉及行政機關法律解釋的案件使用 Chevron two-step 的比例

從 36%上升到 56%；而使用 Chevron two-step 且接受行政機關法律解釋的案件比

例從 59%上升到 77%；使用 Chevron two-step 且進入第二步驟審查的比例也從

44%上升到 55%；使用 Chevron two-step 之前的裁定標準的比例則從 37%下降至

31%。依此，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小結。1990 年會期前，Chevron doctrine 的影

響力逐漸增加，但仍不具有先例應有的支配力。 

Merrill 對這個統計的解讀相當負面，根據 Merrill，除聯邦最高法院法院外的

各級聯邦法院，都將 Chevron doctrine 視為具支配力的先例，任何涉及行政機關

法律解釋的案件都以 Chevron two-step 來審查。但聯邦最高法院部份，當他深入

研究 1991-92 年的個案時，發現不僅 Chevron two-step，甚至包括 Chevron 案之

前的 deference doctrine都在個案的論理中成為非常次要的角色。換言之，deference 

doctrine 以至 Chevron doctrine 的影響力在 90 年代前後逐漸衰退，192而這段時期

正是剛性文本主義持續增加影響力的時期。193 

                                                      
192  根據 Merrill 的考察，在 1992 年會期，有 5 個案子僅在註腳提及 deference doctrine，而這意

謂著沒有必要一定要考慮它，這 5 個案子是 United States Nat'l Bank v. Independent Ins. Agents 
of America, 113 S. Ct. 2173 (1993); South Dakota v. Bourland, 113 S. Ct. 2309 (1993); 
Commissioner v. Keystone Consol. Indus., Inc., 113 S. Ct. 2006, 2013 n.3 (1993); Moreau v. 
Klevenhagen, 113 S. Ct. 1905, 1912 (1993); Bath Iron Works v. Director, OWCP, 113 S. Ct. 692, 
700 (1993). 有一個案子只在不同意意見書中才提到 deference doctrine，主文則連間接討論都

沒有，這個案子是 Newark Morning Ledger Co. v. United States, 113 S. Ct. 1670 (1993) (Souter, 
J., dissenting). 最後，在一個案子中，deference doctrine 只被用來解決次要問題，這個案子是

Reiter v. Cooper, 113 S. Ct. 1213, 1220-21 (1993). 請見 Merrill, supra note 174, at 361-62. 
193  更完整的 Chevron 對聯邦最高法院的影響，以及聯邦最高法院對 Chevron 的態度的實證研

究請見 William N. Eskridge, Jr. and Lauren E. Baer, The Continuum of Deference: Supreme 
Court Treatment of Agency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s from Chevron to Hamdan, 96 GEO. L. J. 1083 
(200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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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vron doctrine 的 影響力逐漸衰退或式微（ declined ）或邊緣化

（marginalization），與剛性文本主義的興起是否有因果關係？Scalia 主張他非常

支持 Chevron，且大概是聯邦最高法院最正確解讀 Chevron 的大法官。但他的剛

性文本主義的操作方式，是否削弱了 Chevron doctrine 原來應該發揮的效果？正

如他在 Judicial Deference to 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Law 一文中所宣示的

一樣—「若有人像我一樣，在根據制定法的文詞以及與其他制定法的關係來考察

制定法時，經常發現制定法的意義是非常明確的，則他會發現觸發 Chevron 

deference 的條件較不常出現。」？194 

在探究這個問題前，讓我們先回顧 Chevron 案揭示的重要原則以瞭解所謂

Chevron doctrine 影響力式微或衰退的意義，接著我們再分析剛性文本主義的興

起與 Chevron doctrine 的衰退是否有因果關係。這樣，我們不僅可以說明這個因

果關係，還可以評價剛性文本主義的影響，更可以深入檢視剛性文本主義的內容。 

在管制國家框架下，國會透過制定法律來實現國會所決定的政策，但政策的

具體細節，則由主管機關根據其專業，在制定法的框架下制定細部法規，也就是

解釋並執行國會通過的制定法。因此，為了制定出完善的法規以良好地實現管制

政策並與時俱進，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不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因此，

一如前述，Chevron 所要求法院做的是，判斷國會是否已將法律細部填補的工作，

也就是法律解釋和政策實現及衡平的工作授予行政機關。若法院判斷不是，則法

院承擔解釋法律的傳統責任，若法院判斷是，則法院應依從國會賦予法律解釋裁

量權給行政機關的決定，並尊重行政機關的解釋，除非行政機關違反國會的授權，

制定出與母法的政策顯不相關甚至矛盾衝突的法規。 

依此，若 Chevron doctrine 式微，法院不太願意將 Chevron doctrine 所要求的

確認法律解釋權限由誰享有的任務放在論理過程中，或者，即使使用了 Chevron 

two-step，但卻在第一個步驟就錯誤地推斷母法法律文義顯示立法者針對系爭問

題的指示非常明確，從而使法律解釋權保留在法院而非行政機關手中，則 Chevron 

doctrine 和管制國家的核心原理將從基礎遭到破壞。1984-1992 年涉及行政機關

                                                      
194  請見 Scalia, supra note 161, at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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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釋的案件統計與分析所提醒我們的是，或許（這是假設），聯邦最高法院

的立法目的主義與剛性文本主義陣營在這段時間內都沒有誠懇地根據 Chevron 

two-step 進行審查，也就是要不是沒有根據 Chevron step one 所要求的立法者原

意和文義進行審查，就是以特定方法扭曲這個審查。結果是，法院的權力被擴張、

Chevron doctrine 和管制國家的運作方式受到傷害、國會與行政機關制定與形成

政策的權力被限縮。 

問題是，Chevron doctrine 被削弱的實際結果，和剛性文本主義本身的原則，

或它在聯邦最高法院的興起有關聯嗎？如果這二個問題都是肯定的，則或許我們

可以推斷，剛性文本主義的嚴格拒斥立法史考察與嚴格權力分立原則，破壞了先

例的完整意義和應發揮的效力、扭曲了法院的合理法律推論、侵奪了國會和行政

機關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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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美國制定法解釋論爭的批判 

 

一、制定法解釋論爭與 Chevron 

文本主義的快速興起無疑要歸功於大法官 Scalia。如前述，在加入聯邦最高

法院之前，Scalia 就通過演講與判決不斷加強對立法史考察的質疑。在進入聯邦

最高法院後，Scalia 不僅積極倡議剛性文本主義，他甚至採取不是朋友就是敵人

的策略。如果主文不是由他撰寫，而主文使用立法史考察來釐清不明確文義，則

不管他贊同結論與否，他通常另發意見書來表明剛性文本主義立場並嚴詞攻擊立

法目的主義，如前述的 Cardoza-Fonseca；若由他撰寫主文，他也如法炮製，強

烈表明自己的剛性文本主義解釋方法並嚴詞指責採取立法目的主義的大法官的

不同意見。正如我們曾提及的，Scalia 的解釋方法倡議確實影響了 Kennedy 大法

官，以致他以文本主義的規則改寫、重新解釋 Chevron two-step，如前述的 Boston 

& Maine。問題是，其他大法官呢？他們也像 Kennedy 大法官一樣被 Scalia 說服

了，或以其他方式改寫、重新解釋、弱化 Chevron two-step，從而導致 Chevron 

doctrine 衰微嗎？接著上一章最後一節對 Chevron cases 的發展的討論，我在這一

章的第一節將探討，Chevron two-step 和 Chevron doctrine 在 80 年代末、90 年代

初逐漸衰微是否和剛性文本主義和立法目的主義解釋方法有內在關聯。如果有的

話，那會是什麼關聯，我們又該如何評價這個關聯。我在這一節要指出，Chevron

在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衰微有二個因素，首先是 Scalia 倡議剛性文本主義的

策略，迫使傳統進路陣營與 Scalia 及其盟友對抗，繼而雙方在 Chevron cases 中

為了突顯自身解釋方法的實用性、正確性、正當性，競相以立法目的主義和剛性

文本主義辨識出「明確文義」、「國會的明確意圖」，導致 Chevron two-step 以至

Chevron doctrine 衰微。其次，立法目的主義和剛性文本主義的解釋方法本身的確

和 Chevron doctrine 衰微有內在關聯，但相較於立法目的主義，剛性文本主義造

成的破壞更劇烈，因為剛性文本主義對辭典、法條結構的極端倚賴，以及對立法

史資料的極端拒斥，導致剛性文本主義在許多案件中對國會確實非常明確的原意

或目的、行政機關長久持續存在的解釋視而不見。這樣的論理嚴重妨礙了國會的

政策制定、宣示，也嚴重妨礙了行政機關穩定地實現法律與政策目標。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8 
 

（一）剛性文本主義興起與立法目的主義衰微 

首先，讓我們考察和 Chevron doctrine 一樣逐漸衰微的立法目的主義，看看

它的衰微與剛性文本主義的興盛有沒有正相關，也就是當文本主義佔上風時，立

法目的主義就處於下風。這樣，通過這個分析，我們可以再進一步檢視剛性文本

主義與 Chevron doctrine 衰微的關聯。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立法目的主義的逐漸衰微，和剛性文本主義的逐漸興起

有正相關？沒有。理由有二個，第一，Scalia 之所以連消帶打地一方面提倡文本

主義，另方面攻擊立法目的主義，是因為反對文本主義的大法官佔多數。他的強

硬立場蘊含他並沒有影響了大多數的大法官轉而支持文本主義。也就是說不存在

Scalia 說服了多數大法官轉投剛性文本主義陣營，從而聯邦最高法院內的剛性文

本主義逐漸興盛、立法目的主義逐漸衰微的事實。例如，在 Intervenor v. Mortier

案，195主筆判決主文的 White 大法官在內文反擊 Scalia 大法官在部份同意意見書

中對立法目的主義的攻擊。White 在註腳中反擊 Scalia，「立法史資料（並不像

Scalia 所說的）都是誤導性的，以致法律人絕不應該以真誠的信念所推動的努力

來辨識立法者原意。本院的先例顯示，本院一直都這樣做。但『我們』懷疑，（在

Scalia 加入後）本院在未來還會這樣做。」除了 Scalia 外，另外七位大法官，包

括 Kennedy，都加入了這份判決主文的陣營。 196此外在 United States v. 

Thompson/Center Arms Co.案，197Scalia 聯同 Thomas 在部份同意意見書中嘲諷以

Souter 大法官為首的多數意見，Scalia 嘲諷多數意見對立法史資料的考察是「關

於法律解釋的聖徒傳」。198Souter 大法官則在多數意見中詼諧地回應「聖殿已經

蓋好，還有空間讓其他信徒們進來，啊！信徒裡面有前大法官 Frankfurter 呢。」199

                                                      
195  Wisconsin Public Intervenor v. Mortier, 501 U.S. 597 (1991). 
196  Id. at 610-12 n.4 (1991) (“Legislative history materials are not generally so misleading that jurists 

should never employ them in a good-faith effort to discern legislative intent. Our precedents 
demonstrate that the Court's practice of utilizing legislative history reaches well into its past….We 
suspect that the practice will likewise reach well into the future.”). 

197  United States v. Thompson-Center Arms Co., 504 U.S. 505 (1992). 
198  Id. at 521 (Scalia, J. joined by Thomas J., concurring in the judgment) (“I do not find its explanations 

persuasive, particularly that with respect to silencer, which resorts to that last hope of lost 
interpretive causes, that St. Jude of the hagiology of statutory construction, legislative history”). 

199  Id. at 516 note 8 (“Justice Scalia upbraids us for reliance on legislative history, his ‘St. Jude of the 
hagiology of statutory construction.’ The shrine, however, is well peopled (though it has room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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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針鋒相對的態勢顯示，Scalia 既攻且防的強硬立場蘊含了當時的他的盟友未

必佔法院多數。200 

第二，沒有證據顯示，當時比 Scalia 更早進入聯邦最高法院的其他大法官，

也就是那些會使用立法史資料的大法官們，在 Scalia 加入聯邦最高法院後，曾經

質疑自己過去的立場。如前述，Scalia 的剛性文本主義主張一種嚴格的權力分立，

故反對忠實代理人原則。但以首席大法官為例，Rehnquist 不論是在 Scalia 加入

前或加入後，一直都是忠實代理人原則的擁護者，他一貫地主張法院在有需要的

情況下，面對特定的制定法解釋的問題時，應尋求當時國會的立法原意。201 

如果沒有大法官（除了 Scalia 的堅定盟友 Thomas 之外）理會 Scalia 的法律

解釋十字軍東征或法律解釋聖殿奪回計畫，那麼為什麼數據上會顯示文本主義興

起、立法目的主義衰落？ 

針對這個問題，Merrill 提出一個好解釋。如前述，Scalia 大法官採取一種不

是朋友就是敵人的策略。如果主文不是由他撰寫，而主文使用立法史考察來釐清

不明確文義，則不管他贊同結論與否，他通常另發意見書來表明剛性文本主義立

場並嚴詞攻擊立法目的主義；若由他撰寫主文，他也如法炮製，強烈表明自己的

剛性文本主義解釋方法並嚴詞指責採取立法目的主義的大法官的不同意見。在

Scalia 一而再，再而三這樣做的同時，他傳達了一種訊息（不論有意無意）給其

他同袍：「如果，你需要我的票來形成多數意見，則你最好不要使用立法目的主

                                                      
one more) and its congregation has included such noted elders as Justice Frankfurter…”). 

200  Thomas W. Merrill 曾整理過聯邦最高法院成員對 Chevron doctrine 的不同態度、不同理解及

其所奠基的原則（憲法權力分立原則或共同法判例或國會制定的行政程序法的原則），請見 
Thomas W. Merrill and Kristin E. Hickman, Chevron’s Domain, 89 GEO. L. J. 833 (2000-2001). 
Merrill 和 Hickman 在這篇論文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從實證發展和理論本身來看，

是否在 Chevron two-step 之前，還存在一個決定是否適用 Chevron doctrine 的步驟，即他們

所謂的 Chevron step zero。因篇幅與旨趣所限，本文無法深入探討 Chevron step zero 的問

題，僅點到為止，但有興趣者除此篇論文外也可參考 Cass R. Sunstein, Chevron Step Zero, 92 
VA. L. REV. 187 (2006). 

201  請見 William H. Rehnquist, The Notion of a Living Constitution, 54 TEX. L. REV. 693 (1976).以及

Ruckelshaus v. Sierra Club, 463 U.S. 680, at 686-94 (1983); Smith v. Wade, 461 U.S. 30, 66 (1983) 
(Rehnquist, J. dissenting); Leo Sheep Co. v. United States, 440 U.S. 668, 681-87 (1979); United 
Steelworkers v. Weber, 443 U.S. 193, at 201-07 (1979). 此外還可參考 Merrill 對 Rehnquist 在
1993 年之前的實用主義或多元主義制定法解釋的立場整理，Thomas W. Merrill, Chief Justice 
Rehnquist, Pluralist Theor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tatutes, 25 RUTGERS L. J. 621 (1993-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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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而 1991 年 Thomas 的加入以及與 Scalia 的結盟，更加強了這個訊息的效

果：「如果 Scalia 和 Thomas 也贊同結論的話，那麼只要不使用立法目的主義且

使用文本主義口吻來推論出結論，Scalia 和 Thomas 就有可能加入我的陣營。202

另方面，除了 Scalia 和 Thomas 外，所有大法官，甚至連 Kennedy 對法律解釋方

法的操作都沒有非常極端的擁護或拒斥的傾向。換言之，除了 Scalia 和 Thomas

外的所有大法官，並不堅持一定只能使用立法目的主義不可。因此，他們如果贊

同 Scalia 與 Thomas 的結論或推論，則他們也可以加入 Scalia 與 Thomas 的陣營。

在這一往一來之間，剛性文本主義在數據上所呈現出來的結果就是，強硬主義興

起，立法目的主義衰微。 

 

（二）剛性文本主義興起與 Chevron doctrine 衰微 

讓我們假設一下，如果剛性文本主義的興起和立法目的主義的逐漸衰微，沒

有解釋方法或基本原則的內在關聯，而只是多數意見形成的策略運用結果，那麼

剛性文本主義的興起和 Chevron doctrine 的衰微有內在關聯嗎？數據上的結果會

不會又是另一個巧合？ 

讓我們再次回顧 Scalia 的宣言。首先，在 Cardoza-Fonseca，Scalia 主張法院

不應該耗費過多心力時間去考察立法史資料，因為剛性文本主義的解釋方法可以

達到相同結論。而非剛性文本主義的法律解釋方法，也就是「各種傳統法律解釋

方式」使法院可以（在考察立法史資料後）以自己對系爭法律的解釋取代行政機

關的法律解釋。其次，在 Judicial Deference To 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Law，

Scalia 強調他非常支持 Chevron doctrine、非常支持行政國家，且恐怕沒有人比他

更瞭解 Chevron doctrine 後，203話鋒一轉表示，Chevron cases 最重要的就是要辨

識國會對系爭問題是否曾制定出明確規定，或者是否制定出具有歧義的規定，所

以先判斷是否明確就是最重要的。接著他立刻表明，「經驗告訴我，一個人在制

                                                      
202  請見 Merrill, supra note 174, at 365-66. 
203  Scalia 曾表明他對 Chevron 以至行政國家的支持，如他指出，在 Chevron 案的例子中，當我

們察覺行政機關改變了法律，這不是表示行政機關讓法律變得錯誤，反而，行政機關是單純

地回應正在改變的社會態度或更進一步的現實發展，這是在母法授權她改變法律的裁量範圍

之內的行動。請見 Scalia, supra note 161, at 5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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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法解釋的嚴格程度，以及他偏好 Chevron 且更願意使 Chevron 有更廣泛的適用

的程度，是密切相關的。理由很明顯。若有人像我一樣，在根據制定法的文詞以

及與其他制定法的關係來考察制定法時，經常發現制定法的意義是非常明確的，

則他會發現觸發 Chevron deference 的條件較不常出現。因此，對我而言，Chevron 

案比較少要求我接受那些看起來合理但我個人不會接受的解釋。反之，那些拒斥

明確文義原則，且更願意讓制定法的明確文義被立法史考察所質疑的人，會更常

發現「以模糊空間放任行政機關」（agency-liberating ambiguity）的情形，且更能

辨識出更寬廣範圍的、行政機關可能會採用且法院因而必須遵循的『合理的』解

釋。這樣一來，Chevron 案要求法官接受一個他認為錯的解釋的機會就變得無限

大。」204 

Scalia 的意思是，Chevron doctrine 的第一個步驟是判斷通過系爭制定法的國

會是否曾對系爭問題做出明確指示，若未曾做過明確指示或規定是具有歧義的，

則進入第二階段審查。因此，要使 Chevron 能發揮效果，最重要的是確認國會是

否曾做出明確指示。Scalia 認為，剛性文本主義可以非常好地執行確認國會明確

指示的任務。因為她不接受立法史考察，所以當國會曾做出明確指示或規定時，

不會因為立法史考察而誤解或刻意曲解國會曾做出明確指示以外的動作，也不會

因為行政機關的解釋而誤解國會是否曾做出其他指示。 

換言之，Scalia 雖然（表示）贊同 Chevron doctrine，但同時認為法院應該使

用剛性文本主義來清楚辨識國會是否定意不授權（曾做出明確指示）或國會允許

授權（未做出明確指示）。Scalia 似乎在表示，行政機關可以並且應該根據國會授

權而改變法律，以實現行政國家的目標。但行政機關不能在國會授權之外改變法

律，法院也不能自行創設國會有授權的前提，因此法院需要剛性文本主義。當法

院僅僅使用強硬文本文義時，法院一方面能防止自身濫權，另方面能很清楚地辨

識出國會是否曾對系爭問題做出明確指示規定，從而回答國會是否有授權的問題。

換言之，剛性文本主義雖然縮減了法律意義的可能範圍，但正因為她這樣做，就

很好地執行了法院的任務。相反地，由於立法目的主義允許立法史考察質疑明確

文義，且會被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所影響，立法目的主義就擴大了制定法的可能

                                                      
204  Id. at 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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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範圍，從而就容易對於國會是否曾做出明確指示或規定的問題做出錯誤判

斷。這樣，使用立法目的主義的法院就很容易陷入一個處境，她可能知道行政機

關的解釋超出授權，但因為她的立法目的主義已經做出國會沒有明確做出指示或

規定的判斷，因此她必須接受行政機關得到授權的結論。 

對於立法目的主義擴大了制定法的可能意義的範圍，從而就容易對於國會是

否曾做出明確指示或規定的問題做出錯誤判斷的攻擊，立法目的主義者可能會主

張，一般情況下，當文義足以判斷時採用文義解釋即可；但當文義不足以提供判

斷國會是否曾對特定問題做出特定指示的指引，而可能有不同解讀時，使用立法

史考察可以確定國會對文義的使用方式是否蘊含她對特定問題的指示。這是說，

制定法的文義經常是模糊或具歧義的，因此法院經常必須在二種或以上的可能解

讀中選擇其中一種以確定，或限縮制定法的文義的意義。205如果法院能夠使用立

法史資料，則法院可以依據立法目的或找出國會針對特定問題或一般問題的看法

來限縮模糊或具歧義的制定法條文的意義。 

但 Scalia 提倡的剛性文本主義在處理類似狀況時，並沒有足夠資源與合理基

礎來確定國會的判斷，結果是使得不同解讀的選擇變得恣意、不可預測。換句話

說，立法目的主義者會認為，在 Chevron step one，立法目的主義針對不同情況所

採取的不同方式，才能夠確定國會對系爭問題有特定看法或沒有看法。若法院所

能使用的資源只有文義和行政機關的解釋，那麼會嚴重被行政機關影響判斷的，

不是立法目的主義，而是剛性文本主義。因此，立法目的主義事實上是縮減了而

不是擴大了制定法意義的可能範圍，立法目的主義才是在 Chevron cases 中，能

很好地執行法院任務的方法。 

依此，不論（柔性或折衷）立法目的主義，或剛性文本主義，都預設「文義

本身的可能範圍」和「國會實際上意謂的範圍」，但他們都認為自己的整全方法

能夠掌握後者，而對方時常只能掌握前者，如下圖（一）。 

                                                      
205  立法目的主義對文義可能範圍的思考方式請參考 Wald, supra note 114, at 301-02 (1990); 

Stephen Breyer, supra note 115, at 856-61; Daniel A. Farber & Philip P. Frickey, supra note 96, at 
4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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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所示，Scalia 認為文本主義縮減了制定法意義的可能範圍，使之更為接

近國會通過制定法時對制定法的看法，但立法目的主義所掌握的則是擴大後的國

會看法，也就是所有制定法意義的可能範圍。206立法目的主義者則持相反看法。

但 Scalia 對立法目的主義的攻擊是成功的嗎？這是說，立法目的主義確實擴大了

國會的看法，使之落於所有制定法意義的可能範圍，而剛性文本主義更為接近國

會的確切意圖嗎？Merrill 認為，至少有幾個理由足以質疑 Scalia 的宣稱。207 

 首先，哥倫比亞巡迴上訴法院 Wald 法官曾針對 1988 年聯邦最高法院的所

有案件做過研究，研究結果顯示，立法目的主義並沒有擴大制定法意義的實際範

圍。208Wald 法官指出，在 55 個與制定法解釋有關的案件中，只有 5 個案件使用

                                                      
206  Scalia, supra note 161, at 521. 
207  Merrill, supra note 174, at 368-73. 
208  請見 Patricia M. Wald, The Sizzling Sleeper: The Use of Legislative History in Construing Statutes 

圖（一）（自繪） 

剛性文本主義 

觀點 

 

立法目的主義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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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史資料後的解釋結果與文義解釋不同，但主張文義解釋的大法官所認定的明

確文義事實上是有爭議的；有 32 個案件，法院主張法律的文義對案件系爭問題

是沒有指示或具歧義的，且這 32 個案件中有 8 件可以用立法史發現國會對系爭

問題曾做出指示；有 18 個案件，法院用立法史資料來佐證她對法律文義的解讀。 

Wald 法官的統計顯示，只有不到 10%的案件可以被認為立法史考察擴大的

法律文義的實際範圍，而且是否真的擴大了，還是有爭議的；剩下的超過 90%的

案件，立法史考察不是縮減了文義的可能範圍（26 件），就是沒有被使用（24 件）。 

 

表（二） 

案件數 解釋方法使用方式與結果 
立法目的主義

縮減了範圍 

立法目的主義

擴大了範圍 

5 
使用立法史資料且解釋結果與文義

解釋不同，但文義是否明確有爭議 
 5 

24 
從文義無法看出國會對系爭問題曾

做出指示，沒有使用立法史資料 
  

8 

文義無法看出國會對系爭問題曾做

過指示，立法史資料發現國會對系

爭問題曾做出指示 

8  

18 
文本主義可以解釋，也用立法史資

料來佐證 
18  

 

其次，Scalia 宣稱，立法目的主義的問題是，制定法文義對立法者原意或目

的而言太寬泛或太狹隘，因此必須以立法史考察來釐清或取代文義解釋。而立法

目的主義則主張，之所以要使用立法史資料，是因為法院遇到文義模糊或具歧義

或與其他法律條文產生衝突，所以需要用立法史考察來確定文義。但根據 Merrill

                                                      
in the 1988-89 Term of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39 AM. U. L. REV. 277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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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在 1981-1982 年間與 1991-1992 年間，這二段時期的案件各自有 50%與

制定法解釋沒有直接相關。剩下的 50%案件中，有 40%是文義模糊或具歧義或與

其他法律條文產生衝突，而只有 10%是已知立法者原意或目的，但文義太寬泛或

太狹隘，所以產生爭議。 

換言之，Scalia 所認為的立法目的主義改寫了制定法文義的情形只佔了二個

時期中各自案件總數的各 10%；但可能被 Scalia 及其盟友以剛性文本主義裁定的

制定法文義模糊或具歧義或與其他制定法條文產生衝突的案件，卻佔了二個時期

中各自案件總數的各 40%。因此，Scalia 的主張不僅站不住腳，實際情形更可能

相反（至少在 1992 年之前）。209依此，Scalia 對立法目的主義的質疑不僅不成立，

連他對強硬主義能縮減文義的可能範圍，以致國會的真正本意能夠被確定的宣稱，

也是不成立的。 

Merrill 提供一個解釋，這個解釋可以說明為什麼在統計上立法目的主義較常

限縮制定法文義，而強硬目的主義卻相反地較常擴大制定法文義，他將之稱為交

戰陣營假說（warring camps hypothesis）。Merrill 認為，由於 Scalia（和後來加入

的 Thomas）的剛性文本主義以及使用策略非常極端，對多數意見的形成和多數

意見對哪種制定法解釋方法的選擇影響很大，迫使 Stevens 這類會視情況使用立

法史資料的實用主義大法官，變得跟 Scalia 一樣，積極地想要說服法院其他同仁

與外界，自己陣營的法律解釋方法更接近國會或制定法本意且更切實執行法院任

務，而對方陣營則更遠離國會或制定法本意且不切實執行法院任務。當法院處理

Chevron cases 時，這二個陣營就會在對方陣營（或案件當事人）宣稱制定法文義

明確或不明確時，站出來表示根據他們的解釋方法，可以找出答案，而此答案是

與對方陣營相反的。Chevron cases 的裁定在這二個陣營都試圖在法律解釋方法的

優先性問題駁倒對方的背景下，常常出現在 Chevron step one 就止步的結果。當

行政機關的解釋常常被聯邦最高法院否定，則當然聯邦最高法院的 Chevron cases

                                                      
209  Merrill, supra note 174, at 369-70. 更完整與更新的整理請見 Abbe R. Gluck and Lisa Schultz 

Bressma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Inside―An Empirical Study of Congressional Drafting, 
Delegation and the Canons: Part I, 65 STAN. L. REV. 901 (2013)，和同文的續作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Inside―An Empirical Study of Congressional Drafting, Delegation and the 
Canons: Part II, 66 STAN. L. REV. 725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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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計就會呈現衰微的結果。210 

從前述所舉例的 Cardoza-Fonseca 中 Scalia 對 Stevens 的立法目的主義將導

致法官取代國會的攻擊，Mortier 中 White 與 Scalia 就立法目的解釋方法的正當

性與實用性的針鋒相對，Thompson/Center Arms Co.中 Scalia 和 Souter 就法律解

釋方法的相互挖苦來看，可知 Merrill 的交戰陣營假設並不是胡亂臆測，80 年代

末、90 年代初的聯邦最高法院內部確實存在二個陣營在法律解釋方法上針鋒相

對的論爭，且確實都試圖公開地攻擊/反擊對方（攻擊方通常是 Scalia）。然而，

即便這個背景存在，我們能不能夠說，正是這個交戰背景導致 Chevron 衰微？恐

怕沒辦法。因為從 Wald 法官的統計只能看出立法目的主義並不像 Scalia 所宣稱

的，蘊含改寫、扭曲制定法文義的特性，而 Merrill 的交戰陣營假說即便是正確

的，也不能因此說二個陣營為了戰勝對方而在 Chevron step one 就確定系爭法律

的立法者原意或文義是明確的，所以無需進入 step two，Wald 法官的統計並沒有

說這麼多。但至少，Wald 法官的統計可以肯定的是，傳統進路陣營，也就是立法

目的主義陣營很少以超出評論者預期的觀點來解釋系爭制定法。因此我們可以說，

從初步統計上看，Chevron 的衰微與立法目的主義沒有太多正相關。 

要說明這二個陣營或它們其中之一導致 Chevron 衰微，最直接的做法是說明，

立法目的主義或剛性文本主義在操作上以及概念上，經驗上導致了且概念上必然

導致 Chevron 衰微。Richard J. Pierce 和 Merrill 對這二個進路分別提出了論證說

明。 

Pierce 主張，剛性文本主義在 90 年代初期的 Chevron cases 中的論理方式是

這樣的，在 Scalia 的論理呈現出以下規律，一方面總是可以發現並不存在的顛撲

不破的客觀意義，另方面總是僅僅使用被他選定的特定字詞的抽象意義，同時全

面拒斥其他更具說服力的資料，例如由極具權威性的資料中顯示的國會非常明確

表示出來的意圖，或被國會長期認可的行政機關長久持續的法律解釋。因此

Pierce 認為，剛性文本主義已經證明了自己不是剛性文本主義，而是超級文本主

義（hyper-textualism），因為它超越了一切被認為不可能不具有權威的法律解釋資

                                                      
210  Id. at 3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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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211 

Pierce 舉了五個例子來證明他對超文本主義的批評，212在 Director, Office of 

Workers’ Compensation Programs, DOL v. Greenwich Collieries，213多數意見無視法

院先例、行政機關解釋、參眾二院的委員會的報告的相同看法，以明確文義主張

系爭行政程序法的「證明責任」一詞指的是說服責任（burden of persuasion），而

不是舉證責任（burden of production）。在 MCI Telecommunications Corp. v. AT&T

案，214多數意見以辭典意義推翻聯邦通訊委員會對 Modify 一詞的法律解釋，但

在該案的 2 年前，聯邦最高法院也用辭典意義，但卻認可行政機關對同一個詞的

法律解釋。當提出不同意意見書的大法官舉出更多種類的辭典的意義來反駁多數

意見時，主筆判決主文的 Scalia 直接忽略不同意見書的批評，當作它不存在。在

NLRB v. Health Care & Retirement Corp.案，215主筆判決主文的 Kennedy 大法官認

為勞資關係委員會對 supervisory employee 一詞的法律解釋違反明確文義，並主

張全國勞資委員會所舉出的國會制定系爭法律時的委員會報告以及該委員會長

久持續存在且被國會認可的法律解釋不具「權威性」。在 Central Bank of Denver 

v. First Interstate Bank 案，216多數意見以刑法的「幫助與教唆」意義來定義系爭

法律的「幫助與教唆」用詞，然而，不論是系爭法律的立法史資料或系爭法律制

定後長達 60 年間的法院判決或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都是以侵權行為法的「幫

助與教唆」意義來定義系爭法律的用詞。多數意見雖然回應了不同意意見，但表

示立法史資料對於決定法律文本文義並沒有幫助。在 City of Chicago v.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案，217多數意見以資源保存與恢復的系爭法律的明確

文義推翻 EPA 的法律解釋，無視國會在系爭法律的 1984 年增修中已經討論並明

                                                      
211  Richard J. Pierce, Jr., The Supreme Courts New Hypertextualism: An Invitation to Cacophony and 

Incoherence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95 Colum. L. Rev. 749, 752 (1994). 
212  Id. at 754-61. 
213  Director, Office of Workers’ Compensation Programs, DOL v. Greenwich Collieries, 512 U.S. 267 

(1994). 
214  MCI Telecommunications Corp. v. AT&T, 512 U.S. 218 (1994). 
215  NLRB v. Health Care & Retirement Corp., 511 U.S. 571 (1994). 
216  Central Bank of Denver v. First Interstate Bank, 511 U.S. 164 (1994). 
217  City of Chicago v.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511 U.S. 328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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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認可了 EPA 的法律解釋。 

Pierce 認為，以上案例顯示超文本主義具有以下特徵，首先，它可以在根本

不存在明確性的法律文本中發現明確性；其次，它無視它發明的明確意義所造成

的法律解釋上的不一致；再次，當立法者意圖的證據非常有說服力，但會與他的

解釋衝突時，直接當作相關證據不存在；再者，即便系爭案件的問題與行政機關

的專業密切關聯，且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對實現立法目的而言至關重要，也直接

忽略；最後，忽略案件當事人、利害關係人、行政機關長久持續存在的法律解釋

的合理期待。218 

Pierce 的論證顯示了，雖然 Scalia 宣稱剛性文本主義可以保護並促進「嚴格

權力分立」、「專家政治」、「行政機關的可問責性」，但剛性文本主義的極端方法

論與態度在實際上的操作結果卻導致相反結果。以剛性文本主義形成判決的判例

屢次使法院在國會授權行政機關執行法律的案件中凌駕於國會和行政機關之上，

違反嚴格權力分立；無視專業的行政機關的長久持續的法律解釋與基於專業的裁

量，傷害專家政治與行政機關的可問責性在行政國家的根本重要性。Pierce 的質

性分析提供了一個剛性文本主義興起和 Chevron 衰微具有密切正相關的證據。接

著讓我們看看 Merrill 提供的解釋方法本身的概念分析論證。 

Merrill 指出，剛性文本主義的興起與 Chevron doctrine 的衰微有解釋方法上

的內在關聯，且這一關聯是剛性文本主義的存在必然導致 Chevron doctrine 的衰

微。 

首先，剛性文本主義在權力分立的基本立場上傾向不遵循行政機關解釋。219

如前述，Scalia 不僅完全拒斥立法史考察，也完全拒斥忠實代理人原則，Scalia 主

張的是涇渭分明的權力分立。這是說，立法者制定出客觀的法律、行政機關執行

此一客觀的法律、法院適用或解釋此一客觀的法律。在這種嚴格權力分立的觀點

下，法院要做的不是去找立法者的原意、擔任立法者的忠實代理人，或作行政機

關的法律解釋的遵循者，而是作一個受憲法託付的國家機關。這個國家機關的任

                                                      
218  Pierce, supra note 210, at 754-55. 
219  Merrill, supra note 174, at 3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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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是獨立自主地行使職權，解釋與適用被原初公意客觀化的法律文義。在這種權

力分立立場的指導下，剛性文本主義者不僅不願意探究立法者原意，也不願意依

從行政機關的解釋。220而這樣的態度，當然在以剛性文本主義者主導多數意見的

Chevron cases 中，對行政機關的解釋採取先入為主的排斥立場。即便剛性文本主

義者不會非常直接地表示排斥。 

其次，文本主義者的內在性格與 Chevron doctrine 所要求的遵循行政機關也

不相容。為了使剛性文本主義者有夠多的武器與立法目的主義者對抗，221也為了

在不使用立法史資料的前提下進行推論，Scalia 發展出非常複雜而精巧的各種解

釋方法，如蒐集各種語言使用的資料、字典定義、各種解釋準則等等。在這些方

法的幫助下，諸如逗點的位置、逗點與文法規則的不一致、引號和用詞的衝突等，

都成為解釋的關鍵。但問題是，在哪一類案件中由哪一種方法取得支配地位，

Scalia 並沒有告訴我們。結果是，Scalia 的剛性文本主義使得法官必須變成一個

非常聰明、非常有創意、非常有想像力的解謎者。這種性格和 Chevron doctrine 所

要求的依從國會和行政機關的政策決定與形成的基本態度顯然不相容。222 

在這一節的說明中，我們發現，在立法目的主義衰微、剛性文本主義興起、

Chevron 衰微的脈絡中，立法目的主義的理論本身和操作結果都與 Chevron 的衰

                                                      
220  Scalia 曾迂迴地表達了這個立場，請見 Scalia, supra note 161, at 513-14 (“Surely the law, that 

immutable product of Congress, is what it is, and its content—ultimately to be decided by the 
courts—cannot be altered or affected by what the Executive thinks about it. I suppose it is harmless 
enough to speak about “giving deference to the views of the Executive” concerning the meaning of 
a statute, just as we speak of “giving deference to the views of the Congress” concerning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particular legislation—the mealy-mouthed word “deference” not necessarily 
meaning anything more than considering those views with attentiveness and profound respect, 
before we reject them. But to say that those views, if at least reasonable, will ever be binding—that 
is, seemingly, a striking abdication of judicial responsibility.”). 

221  請參考先前的交戰陣營假說（warring camps hypothesis），Merrill, supra note 174, at 370-71. 
222  請見 Merrill, supra note 174, at 372-73. Merrill 的天才說是比較保守的說法，因為它預設 Scalia

知道這些判準怎麼使用、優先順序為何。但對 Pierce 而言，可能評價就完全不同，它可能更

偏向一種在不同個案中可隨著特定偏好與需要而精心構做的選擇，正如 Scalia 批評（極端或

強硬）立法目的主義者那樣。請見 Pierce, supra note 210, at 752 (“In its new form, textualism 
resembles the extreme versions of intentionalism that the textualists have long criticized. Judge 
Leventhal’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extreme versions of intentionalism applies equally well to the 
new textualists’ selective use of dictionary definitions, judicial opinions, and treatises to support 
their preferred resolutions of policy disputes.”). (emphasis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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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沒有太多的關聯。但立法目的主義的衰微和剛性文本主義的興起卻有很密切的

關係，因為 Scalia 及其堅定盟友或非堅定盟友對剛性文本主義的策略性運用，使

得立法目的主義陣營比以往更少使用立法目的主義來形成判決。最後，剛性文本

主義就操作結果和理論本身來說，已經確定和本質上蘊含對 Chevron 的正常使用

的壓制。原因是，剛性文本主義在解釋方法和權力分立原則上太過極端，且無法

以合理的方式操作。這樣，我們可以說，剛性文本主義的興起，意謂著 Chevron

的衰微。但這是合理的嗎？通過分析聯邦最高法院內立法目的主義和剛性文本主

義的論爭，我們已經做出初步的結論。這結論是，剛性文本主義本身的解釋方法

和權力分立原則不但壓制了立法目的主義，也壓制了當代最重要的行政法先例

Chevron 的發展，如果各個聯邦巡迴法院都誠懇地以（不嚴格拒斥明確文義原則

的）立法目的主義使用 Chevron two-step，且 Chevron 成為當代行政法案件被引

用數最多的案件，那麼，能拘束下級法院的聯邦最高法院對 Chevron 的壓制，勢

必會對下級聯邦法院在眾多應適用 Chevron 的案件中進退兩難、無所適從，因為

不論誠懇地使用 Chevron two-step 或胡亂使用 Chevron two-step，其判決都可能在

當事人取得移審令後，遭到聯邦最高法院推翻，這不止傷害了 Chevron，還傷害

了行政國家，更傷害了司法的穩定性、一致性、和可預期性，而這恰恰是 Scalia

主張嚴格法律統治比智慧統治更可欲的特點。223 

下一節，我要在此基礎上繼續分析，奠基在拒斥立法史資料考察和忠實代理

人原則上的剛性文本主義的解釋方法和權力分立原則，本身是否站得住腳。以此

深入說明立法目的主義和剛性文本主義的特點，並評價它們的論爭能有的啟發。 

 

                                                      
223  Scalia, supra note 106, at 1179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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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法解釋論爭的批判 

立法目的主義在 80 年代在解釋方法的可信賴性與忠實代理人原則的法律統

治正當性上受到學界、行政機關、法院內部的強烈攻擊。帶著「抗多數決焦慮」

（counter-majoritarian anxiety）的立法目的主義者認為，只要根據立法者原意或目

的來「發現」法律意義，作為民選的國會的「忠實代理人」，則非民選的法官就

能避免抗多數決困境。224然而，奠基在以政治經濟學探求政治人物的自利理性選

擇的公共選擇理論發現，在政治利益的追求和遊說團體對立法過程的居中折衝後，

國會議員出於自利的選擇及其動機往往與其投票通過的法律的目標沒有關聯甚

至背道而馳。換言之，立法目的主義者所預設的國會議員集體形成的單一立法者

意圖是不存在的。既然不存在立法機關的單一意圖，那麼就不可能「發現」這個

意圖。實在論者和法官們也批評，通過極端複雜的立法過程所形成的浩繁紛雜的

立法史資料中，難以確定何者具有解釋法律意義的權威性，從而法官在進行立法

史考察時，會被自身的偏好所影響，選擇出那些自己認為有但事實上並沒有權威

性的立法史資料來佐證他的論理。最後，在浩繁紛雜的立法史資料中尋找具權威

性的證據，不但極為耗費司法判決成本，還預設了立法者的原意或目的並不形諸

於法條文本中。而這無非是侵蝕了制定法的基本精神：「透過所有人民都可理解

的客觀文字來使法律具有穩定性、可預期性，以實現人民自我管制的民主和法治

原則」。 

以上對立法目的主義的攻擊，我們必須承認，事實上都言之成理。立法過程

的確就如肉桶分贓一般，那麼怎麼會存在一個單一的立法者原意或目的。而非專

才的提案人自己可能都不瞭解自己所提的案、所說的話是什麼意義，那麼提案人

陳詞怎麼會有權威性可言。司法成本極有為限，在某些案子耗費太多時間與人力

資源，就意謂著無法在其他案子使用正常的時間與人力資源，這對人民的訴訟權

和司法威信而言都是傷害。且法官畢竟是通才而非專才，在審查具有高度技術性

                                                      
224  關於司法審查的抗多數決困境，請參考 ALEXANDER M. BICKEL,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BAR OF POLITICS, 2d. (1986); 黃昭元，〈抗多數困境與司

法審查正當性--評 Bickel 教授的司法審查理論〉，《台灣憲法之縱剖橫切》，台北：元照，頁

301-342，2002 年；黃舒芃，〈從普通法背景檢討美國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的問題〉，《國立臺

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34 卷第 2 期，頁 63-122，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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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複雜性的專業的問題時，法官難以在立法史資料中找出適當的證據來運用在推

論上。過於跳脫文字而以立法者原意或目的為師，不僅無法敦促立法者更小心謹

慎地選擇承載立法者原意或立法目的的法律文本語言，還會造成對法律文本承載

著立法者以至人民意志的法律基本精神的侵蝕，更使法律的概括用語失去了隨社

會的發展而穩定演進的基本特性。就此而言，Scalia 對立法目的主義的猛烈攻擊，

在相當程度上也是站得住腳的。 

但問題是，公共選擇理論、法律實在論、剛性文本主義就此徹底勾消了立法

目的主義的正當性與實用性嗎？難道立法目的主義一定只能是最極端、最偏頗的

版本，而不能是更具批判性、更為謹慎小心的版本，從而只能在上述攻擊中棄甲

投降嗎？另方面，剛性文本主義的明確文義、（後續立法的）法條結構類比、嚴

格權力分立等原則，能像 Scalia 宣稱的一樣，發揮它們應有的促進法治的作用嗎？

雖然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一節我們已經部份地回答了這些問題，但在這一節，我

要透過分析剛性文本主義攻擊立法目的主義的論證的合理性，來顯示立法目的主

義和剛性文本主義在解釋原則、權力分立原則的特性，並依此對立法目的主義和

剛性文本主義的論爭做出批判性評價。 

 

（一）權力分立批判的檢討 

如前述，Scalia 主張，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七項的「二院審議通過並呈交總統

簽署條款」（Bicameralism and Presentment Clause）規定，法案（bill）必須經參眾

二院審議通過，且呈交總統並經總統簽署，才成為法律（law）。225既然只當滿足

Bicameralism and Presentment Clause，法律的意義才確定了下來。那麼，法律的

意義就在由二院通過且總統簽署的「法律文本」（text of law）中，而不在二院審

議通過前的各種討論。在「二院審議通過並呈交總統簽署條款」的基礎上，立法

史考察就是一種不當的法律意義探索，因為法律的意義不在委員會報告、提案人

陳詞、大會討論記錄中，而在法律文本中。226 

                                                      
225  U.S. CONST. art. I., § 7 (“…Every bill which shall have passed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Senate, shall, before it become a law, be present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emphasis added) 

226  請見 Cardoza-Fonseca, 480 U.S. 421, at 452-53 (1987) (Scalia, J., concurring in the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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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ia 還指出，Chadha 已經告訴我們，國會次級團體的決定不能取代二院共

同審議通過的要件，因此立法史考察使用國會次級團體的記錄來確定法律意義，

就等同於被 Chadha 駁斥的國會次級團體立法。且在國會次級團體中尋找資料是

非常危險的事，不管自律能力再強的法官都無法避免按自己的偏好尋找資料。227

換言之，法律意義就在且只在法律文本中的效果是防止法官有心或無心地濫權。

但當法律的意義僅僅發生且存在於經過整個國會審議通過且經總統簽署的法律

文本上，則這個框架同時可以限制國會和行政機關濫權，因為此時國會不能以次

級團體的個別意見影響法官解釋法律，而行政機關也不能以它的專業或裁量來影

響國會和法院對法律的理解，國會「只能」制定法律、法院「只能」適用法律、

行政機關「只能」執行法律。228而當法院僅僅按法律文本來適用或註釋法律時，

法院還能敦促國會謹慎立法。229依此，我們可以說，Scalia 的剛性文本主義源於

一種嚴格的權力分立原則，他認為這個嚴格的權力分立原則源於美國憲法的規定。 

Eskridge 認為 Scalia 的剛性文本主義奠基在三個論證上，「二院審議通過並

呈交總統簽署條款論證」、「嚴格權力分立論證」、「強化民主論證」。首先，就二

院審議通過並呈交總統簽署條款論證而言，Scalia 認為 Chadha 揭示了二院審議

                                                      
(“Judges interpret laws rather than reconstruct legislators’ intentions. Where the language of those 
laws is clear, we are not free to replace it with an unenacted legislative intent.”). (emphasis added) 

227  請見 Thompson, 484 U.S. 174, at 191-92 (1988) (Scalia, J., concurring in the judgment) (“An 
enactment by implication cannot realistically be regarded as the product of the difficult lawmaking 
process our Constitution has prescribed. Committee reports, floor speeches, and even colloquies 
between Congressmen, are frail substitutes for bicameral vote upon the text of a law and its 
presentment to the President. See generally INS v. Chadha, 462 U. S. 919 (1983). It is at best 
dangerous to assume that all the necessary participants in the law-enactment process are acting upon 
the same unexpressed assumptions. And likewise dangerous to assume that, even with the utmost 
self-discipline, judges can prevent the implications they see from mirroring the policies they favor.”). 

228  請見 Scalia 關於立法史的演講，轉引自 Eskridge, supra note 38, at 673 note 205 (“The [new 
textualism] is also supported by the doctrine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 Surely it is more 
consonant with that doctrine that—once a statute is enacted—its meaning is to be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its text by the Executive officers charged with its enforcement and the Judicial officers 
charged with its application.”). 

229  請見 Taylor, 487 U.S. 326, 345-46 (1988) (Scalia, J., concurring in part, “I think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conduct our exegesis in a fashion which fosters that democratic process.”). 
(emphasis added); 以及 Finley v. United States, 490 U.S. 545 (1989) (“Whatever we say 
regarding the scope of jurisdiction conferred by a particular statute can of course be changed by 
Congress. Wha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is that Congress be able to legislate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clear interpretive rules, so that it may know the effect of the language it ado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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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並呈交總統簽署是法律意義確定下來的充分必要條件。然而，Eskridge 指出

Scalia 明顯扭曲了 Chadha 的論證，因為 Chadha 說得很清楚，當該案使用二院審

議通過並呈交總統簽署條款時，意謂的是該條款約束了國會內部足以對法律的效

果產生影響的作為，230而 Chadha 沒有說此條款禁止國會外的任何人根據國會次

級團體的記錄來瞭解立法當時的討論或立法者原意或立法目的。更有趣的是，事

實上 Scalia 高度倚賴的 Chadha 還可能反駁了 Scalia 的剛性文本主義對立法史考

察的徹底拒斥。因為 Chadha 曾指出，使二院可以就所涉及事務分別進行充分討

論來解釋二院審議通過並呈交總統簽署條款的本質。231換言之，二院審議通過並

呈交總統簽署條款不僅沒有禁止法官考察國會次級團體的意見，只要對系爭法律

和系爭問題的充分瞭解是重要的，那麼 Chadha 還蘊含法院與行政機關應該多多

參考國會制定法律時所做的討論。232 

其次，就嚴格權力分立論證而言，顯然，若國會只能制定法律、法院只能適

用法律、行政機關只能執行法律，則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機關能夠擁有更多的權力，

這防止了國家機關的濫權。當法院脫離法律文本而去考察立法史時，法院使自己

部份地成為立法者，因為她不是適用法律，而是取代了國會來重構法律。而當法

院就法律文本本身來適用法律時，她就嚴格限制了自己侵奪憲法賦予國會的權力

的空間。但 Eskridge 批評，這種嚴格的權力分立觀與民主制度的「審議民主」

（deliberate democracy）觀念是衝突的。在審議民主的精神下，不論是國會或法

院，都透過各自的行動來促進人民對公共事務的內涵的認識與討論，並增進不同

的國家對公共事務的理解。Scalia 的嚴格權力分立觀則會禁止國會、法院、行政

機關討論公共事務，因為任何會影響其他國家機關權責的行動都是不允許的。再

者，Eskridge 批評，立法目的主義者會使用所有資源來釐清法律意義，但奠基於

                                                      
230  Chadha, 462 U.S. at 952 (“Not every action taken by either House is subject to the bicameralism 

and presentment requirements of Art. I….Whether actions taken by either House are, in law and 
fact, an exercise of legislative power depends not on their form but upon ‘whether they contain 
matter which is properly to be regarded as legislative in its character and effect.’”). (emphasis added) 

231   Id. at 951 (“We see therefore that the Framers were acutely conscious that the bicameral 
requirement and the Presentment Clauses would serve essential constitutional functions…The 
division of the Congress into two distinctive bodies assures that the legislative power would be 
exercised only after opportunity for full study and debate in separate settings.”). (emphasis added) 

232  請見 Eskridge, supra note 38, at 6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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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權力分立原則的剛性文本主義僅能接受使用辭典、法條結構的類比、解釋原

則等資源。但有什麼好理由剛性文本主義者會比立法目的主義者更限制自己重構

法律意義的空間？即便解釋資源很有限，但 Scalia 已經證明了自己會恣意地使用

上述資源且忽略其他證據。233先前我們也曾提及，Merrill 指出剛性文本主義並沒

有告訴我們辭典、法條結構的類比、解釋原則要如何使用，且他也看不出其中的

規律性。Pierce 則向我們例證，剛性文本主義者是如何地刻意忽略更具權威性、

更充分的證據，恣意地達到他們想要的結論。 

最後，就強化民主論證而言，表面上看起來似乎相當合理。除了 Scalia 所說

明的，當立法者知道他們的立法的效果是法官按明確文義直接適用，則立法者會

心生警覺，在立法技術上精進，使被規範對象和規範效果能按明確文義被適用，

實現穩定的法律統治。在台灣的處境，強化民主論證蘊含額外的好處。雖然國會

的肉桶分贓、遊說團體和利益團體的積極介入在世界各國都存在，但台灣的混亂

程度或許在世界上可以名列前茅，如果立法者發現他們立的法可能在某些時候會

被直接適用法律的法官和直接執行法律的行政官員用在立法者自己或自己的選

民身上，再也不能夠閃躲，則或許台灣的立法者們會心生警惕，將更多心力放在

立法上；另方面，如果所謂恐龍法官是只會根據字面明確文義直接適用的法官，

那麼好的立法者的好的立法技術有助於降低恐龍案件的比率。但 Eskridge 指出，

強化民主論證忽略了法律的特性，以致強化民主論證難以達成他們的目標。234先

前討論 Chevron 時我們已經說明，在規範具高度技術性、複雜性事務的法律時，

立法者通常會廣泛授權給具相應專業與資源的行政機關，而其法律文本的用語也

會是非常概括的；此外社會和法制的發展是動態的，甚至有時是急遽變化的，再

怎麼謹慎小心且深思熟慮的立法者都難以預見未來變化，而將之設計到法律文本

中。簡言之，不管剛性文本主義的強化民主功能再強，法院還是會經常碰到以上

二類案件，更不用說事實上法律文本的特性就是用概括語詞來規範盡可能多的對

象與事實。依此，只要「法律」仍然是「法律」，剛性文本主義就不可能如期所

願地使立法者成為他們想要的每天生產明確文義的立法機器。最後，從上一節所

                                                      
233  Id. at 673-76. 
234  Id. at 6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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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的剛性文本主義對 Chevron cases 的論理方式來看，剛性文本主義是否能夠

提供國會一些清楚指引以明確告知國會法院在某種類型的案件會怎麼做，是很令

人懷疑的。 

 

（二）法律實在論批判的檢討 

Scalia 的剛性文本主義奠基在嚴格的權力分立原則，因此，雖然他完全拒斥

立法目的主義，但主要著眼點仍然是在防止濫權。我們曾說明，80 年代的聯邦最

高法院的傳統進路陣營，或說立法目的主義陣營，遭受公共選擇理論、實在論的

猛烈攻擊，公共選擇理論和實在論和許多法官與學者，質疑是否存在立法目的主

義所預設的單一國會原意或目的，並因此主張法院不應該使用立法史考察，因為

不可信賴。此外，雖然法院在面對不明確法律文義的問題時，通常會透過考察立

法史資料來釐清或佐證（極端的情況甚至會推翻法律文本的明確文義），但解釋

者很難不被自己的偏好影響，以致找到的是不適當的立法史資料，從而不當地解

釋不明確法律文義。再者在龐大的立法史資料中做考察，無疑是非常耗費司法資

源的一件事，且在政黨政治與遊說團體穿梭於國會的背景下，立法過程時常留下

不一致甚至相衝突的記錄，解釋者在這些不一致的資料中難以找出適當的資料來

使用。 

實在論批判的問題在於，論證並沒有提供拒斥立法史考察的「充分理由」。

這類批評可以分別「意圖論證」、「實益論證」。Breyer 大法官認為，意圖論證一

方面不當地將利益團體對個別立法的影響放大到所有立法，另方面誤解了立法者

原意的意涵。首先，的確，我們可以找到許多案例，遊說團體與利益團體積極介

入這些案例的法律制定，但這些案例無法歸納出所有立法都是利益交換的結果、

所有立法都是議事主持人操弄議程的結果。從經驗上看，存在非常多對國會議員

而言沒有私利可言的法律，換言之，它們不會成為利益交換的籌碼，而這些法律

都被討論、都通過了。235公共選擇理論以政治經濟學的模型來分析立法者的自利

行為及其與被通過的法律的關聯，但這個分析結果無法放大到所有立法，從而也

就不提供充分理由拒斥立法史資料的考察。 

                                                      
235  Breyer, supra note 115, at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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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即便不存在單一意圖，也不代表它可以證成立法史考察是不應該使用

的。舉例來說，一個籃球隊打贏了球賽，但球員在比賽過程中各懷鬼胎，有些球

員想打出一場好球，以致在賽後的訪問大放光彩，厚實自己的公共形象；有些球

員想打出一場好球，以免比賽輸球後被留下來加強練習，耽誤了晚上的派對；也

有一些球員想要好好跟敵對的隊伍實實在在地競爭球技。我們是因為一場球賽的

球員是否各懷鬼胎、各有所圖，還是因為比賽過程的實際表現，來判定它是一場

球賽或甚至是一場好球賽的，顯然是後者。Breyer 主張公共選擇理論看待立法過

程和法律解釋者看待立法過程的方式不同就像上述我舉的球隊例子一樣，一位國

會議員在委員會投票支持放寬競選獻金的法案，他的動機可能是想在法案成為法

律後得到更多經濟上的支持，也可能是想讓法案在大會上被否決，所以在委員會

投票支持。但這位國會議員的動機，會改變這個法案的文本和他在委員會為這個

法案所提供的意見嗎？顯然不會。立法史考察對法律解釋者而言是一種工具，用

以瞭解立法當時曾有過的討論，並分辨其中對法律文本而言最具意義釐清效果的

資料，只要國會議員的行為和發言符合合理的立法程序，我們就能從中找出釐清

法律文本文義所需要的事物，而不用理會個別國會議員內心深處的動機。236簡單

地說，立法目的主義並不需要預設一個單一的立法機關原意，也能證成立法史考

察作為解釋工具之一的正當性，因此，公共選擇理論與法律實在論的單一意圖攻

擊無法證成立法史考察是錯誤的，那是兩回事。 

實益論證的批評者以「立法史資料使用不當」、「立法史資料難以使用」、「司

法資源不該用於立法史考察」來批評立法史考察。首先，「立法史資料使用不當」

的批評最多批評了「被錯誤使用或濫用的立法目的主義」，而不是「在適當時機

謹慎小心考察立法史資料的立法目的主義」；其次，「立法史資料難以使用」所批

評的具高度政治爭議從而立法史資料呈現出不一致意義的案件非常少，用數量非

常少的爭議資料無法證成絕大多數沒有政治爭議與衝突的立法史都不該被使用；

最後，「司法資源不該用於立法史考察」的批評建立在對事實的誤解。聯邦巡迴

法院一年約裁定近萬件案件，相較下，聯邦最高法院一年則裁定不到一百件案件。

聯邦巡迴法院的負擔主要來自案件量，而不在使用立法史資料。在聯邦巡迴法院

                                                      
236  Id. at 8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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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法目的主義者佔大多數，在過去的經驗中，立法目的主義的法官對於考察立

法史資料是沒有太多問題的，更不用說聯邦最高法院。Breyer 詼諧地暗示，更重

要的是，如果效益論證的批評者都可以明顯看出立法史資料的問題，且去引用它

們來攻擊立法史資料的使用，那麼為什麼立法目的主義者會看不出有問題的立法

史資料和可以參考的立法史資料。237 

根據以上說明，80 年代至 90 年代對立法目的主義的質疑與攻擊，不一定站

得住腳。實在論批判頂多只能攻擊濫用的、極端的立法目的主義，然而，正如我

在第二章的分類，80 年代，甚至 80 年代前的立法目的主義者其實是柔性立法目

的主義者，也就是混合使用所有法律解釋資源的實用主義者。對柔性立法目的主

義者而言，立法史考察是一種有用的工具，但平常並不會使用它，明確文義原則

和法條結構體系的分析通常就足夠了。因此，由於實在論批評無法提出好理由拒

斥以工具方式來使用的立法史考察，實在論批判對柔性立法目的主義的攻擊效果

也就極為有限。但若攻擊對象是認為法律解釋必須依從國會單一原意的強硬立法

目的者，將之視為最具權威性或唯一具有權威性的解釋資源—如果真的存在這種

強硬立法目的者—的話，則實在論批評確實能對這樣的立法目的主義帶來衝擊和

啟發。 

至於權力分立批判，權力分立批判並不一定要像 Scalia 一樣奠基在 Chadha

或二院審議通過並呈交總統簽署條款上，權力分立批評可以在所有人都有政策偏

好的前提下，主張立法目的主義會使法律解釋者跳脫以一般意義構成的法律文本，

轉向尋求符合自己偏好的政策來佐證他的法律推理，從而不僅擴大了法官的裁量

空間，還使解釋的結果容易失焦或陷於錯誤，導致健全的權力分立關係被侵蝕。

但從部份實在論批判的檢討，和權力分立批判的檢討，我們發現，權力分立批判

對立法史考察的攻擊，頂多攻擊了濫用的、極端版本的立法目的主義，而無法對

謹慎的、只在困難案件或概括授權的案件中進行立法史考察的柔性立法目的主義

造成傷害。更何況，若為了攻擊立法目的主義而主張 Scalia 版本的嚴格權力分立，

則社會與司法付出的代價可能比接受立法目的主義還要大，因為這種版本的嚴格

權力分立在面對不明確文義時，理論上難以使用；至於經驗上，Scalia 已經證明

                                                      
237  Id. at 8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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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使用剛性文本主義的自己時常扮演比國會和行政機關更高位階的太上國家機

關。因此，我們也沒有什麼好理由接受權力分立批判。 

這樣，我們會發現，在這段論爭中，出現嚴重問題的，都是極端版本的法律

解釋方法，例如，為了符合民主政治理念、或試圖絕對地迴避法官個人裁量的法

律解釋者，可能會接受忠實代理人原則和強硬立法目的主義，儘管他們並不清楚

自己可能傷害的法治原則；剛性文本主義也有一樣的問題。這樣，問題是，我們

應該如何看待極端版本的，認為可以靠絕對無誤或客觀的定理來演繹出法律解釋

結論的法律解釋方法？這種版本的法律解釋理論是所謂的基礎主義

（foundationalism）。在下一節，我要分析基礎主義，並提出美國法律解釋論爭的

總檢討。 

 

三、基礎主義批判 

所謂極端版本的法律解釋方法，它們通常具有基礎主義的特徵。基礎主義是

說，以（近似於絕對的）客觀性或確定性或正當性的事物為推論的基礎，將之視

為定理（axiom）一般的存在—如文本文義的客觀性（明確文義）、立法者原意或

目的—並由此演繹地推導出結論，也就是用演繹的方式將前提的客觀性、確定性、

正當性保存到結論。238在這個意義下，強硬立法目的主義（含狹義的意圖主義）、

剛性文本主義，都是一種基礎主義的法律解釋（ foundationalist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因為強硬立法目的主義、剛性文本主義以立法者原意、法律文本

的客觀文義為唯一正當或客觀的推論基礎，以保證結論具有民主正當性或客觀中

立性，並同時排除其他不客觀、不確定、不正當的因素的干擾。 

                                                      
238  Eskridge, William N. Jr. and Philip P. Frickey,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s Practical Reasoning, 42 

STAN. L. REV. 321, 321 note2, 324-25 (1989-1990) (“By ‘foundational’ approach, we mean a 
theory that identifies a single primary legitimate source of interpretation—for example, the 
statutory text or legislative intent—and adheres to the statutory meaning that source suggests, 
regardless of the circumstances or consequences. The idea is related to, but is not the same a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alism,’ which argues that epistemology can provide a single analytical 
foundation for formulating unassailably certain beliefs”); RICHARD RORTY, ANTI-
FOUNDATIONALISM AND PRACTICAL REASONING: CONVERSATIONS BETWEEN HERMENEUTICS AND 

ANALYSIS (1987); Margaret Jane Radin, Reconsidering The Rule of Law, 69 B.U. L. REV. 781, 793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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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先以二個例子說明基礎主義，首先是一個古老的故事，柏拉圖在其中

提出對基礎主義法政哲學的辯證性批判。 

柏拉圖在寫作《城邦》（REPUBLIC）和《法律》（LAWS）之間，寫了一本可聯

繫前述二部對話錄思想的《政治家》（STATESMAN）。在《政治家》結尾，年輕蘇

格拉底和客人討論政治知識，他們指出，239由真正瞭解統治知識的統治者施行統

治的城邦，是所謂真正的城邦，而這些統治者是真正的統治者，其他所有非此制

度的城邦都是此制度的模仿品。240但不論是不是真正的統治者、真正的城邦，城

邦都必定會有法律。因為，只有極少數人擁有這種統治知識，且他們在有限時間

內不可能替所有人決定該做什麼。241，然而，法律本身是有缺陷的，因為法律的

特性是只能規定一般性事項，從而法律無法在所有不同時間中處理所有個別問題，

但法律卻又必須是嚴格而普遍的。242以上討論提出二個前提，首先，真正的統治

是瞭解人應如何被對待的知識，但真正的統治在實踐上不可能，只能倚靠法律，

第二，法律本身有一般性的特性，但這同時是它的侷限，因為即便它是由具有統

治知識的人所制定的，現實上它仍然無法每次都適時適性地適用於所有人。在這

二個前提下，《政治家》開始了一段具有高度辯證性的對話。 

《政治家》的討論者，年輕的蘇格拉底和賓客，首先討論成文法律的困難。

他們指出，成文法律的一般性規定特性就像醫師開的處方一樣。假設醫師有天必

須遠行，他在遠行前根據專業與過去經驗為固定看診的病人開立處方，因為根據

專業與過去經驗，這個處方對這個病人非常有效。但假設病人的病或環境有某些

因素改變了，從而處方不再能發揮效果。那麼，病人可能根據這些變數而反對醫

師按專業與過去的慣例開立相同的處方，或者醫師可能根據當下的觀察，發現這

個處方不再能發揮效果，因此更改這個處方，宣稱這個處方無效時。 

然而，年輕的蘇格拉底和賓客指出，當病人或醫師質疑處方時，旁人會認為

                                                      
239  PLATO, STATESMAN, PHILEBUS, ION (1925). 
240  Id. at 293d-e. 
241  Id. at 293a, 295a-b. 
242  Id. at 294a-295a, 29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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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或醫師不尊重醫學專業，其主張非常荒謬可笑。243這段討論似乎在告訴我們，

基於專業而做的判斷在一般情況下是正確而適當的，但在一些個別狀況，它應該

要違反原本的判斷並做出適度修正才能維持正確而適當的結果。然而，通常此時，

這樣的做法會被質疑是違反專業。 

年輕的蘇格拉底和賓客接著繼續討論，若有一些專業判斷被認為違反專業，

則人們會如何反應。他們認為，若人們認為醫師之類的專業人士可能做出違反專

業從而傷害他們生命或健康的事時，人們會以召開公民會議的方式，以多數民意

來訂出一些法律，這些法律為醫師等專業人士的執業方式加上必要的限制，由此，

人們的生命與健康可以得到保障。244然而，當人民發現他們可以以多數民意制定

的法律來自我保護時，法律本身的地位會提高到一種凌駕專業的地步。 

這是說，如果人們習慣用制定法律來限制專業並自保，那麼，若人們認為在

街上與年輕人討論知識，會導致年輕人不尊重既有的專業，以及，最重要的是，

導致年輕人不尊重他們制定出來保護他們的法律，此時他們可能會通過一條法律，

這條法律禁止討論知識，因為「沒有人可以宣稱擁有比法律的智慧更偉大的智慧。」

最後，一切知識、一切研究，都可能被法律禁止，從而所有知識和研究都不存在，

生活變得非常艱難。245這段討論似乎在告訴我們，雖然法律可以保障人們免受錯

誤專業的危害，但若法律的地位提高到比專業還高，則可能帶來專業被削弱甚至

被禁止的可怕處境。 

年輕的蘇格拉底和賓客又繼續討論，這次他們討論的是，假設所有專業知識

都根據法律而運作，既有專業知識又有法律的保障，則還可能會有什麼因素導致

法律與專業誤入歧途？年輕的蘇格拉底和賓客指出，若法律的執行者不嚴格按照

法律所規定的內容執行法律，反而以個人好惡執行法律，且同時使得被執行的不

再奠基於專業，這樣，法律既無法普遍地保障人們，又違反專業。 

年輕的蘇格拉底和賓客認為，依此，一個符合專業的法律要能發揮專業的效

                                                      
243  Id. at 295c-e. 
244  Id. at 297e-298e. 
245  Id. at 299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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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並保障人們，還必須符合一個要件，即它必須按其規定的內容嚴格地執行與遵

守。246在這段討論的最後，年輕的蘇格拉底和賓客指出，嚴格的遵守與執行法律

雖然是奠基於專業的法律得以發揮效果的必要條件，但這不是說，如果在某個情

況中，專業判斷的內容偏離或違反了法律規定的內容，則嚴格遵守與執行法律的

必要條件仍然一定要凌駕專業的判斷。因為專業判斷是法律在所有情況中得以發

揮效果的必要條件，而嚴格的遵守與執行只是在一般通常情況下使法律得以發揮

效果的必要條件。247 

年輕的蘇格拉底和賓客最後指出，成文法律的修改與嚴格遵守與執行法律並

不是相矛盾的。因為真正的統治者和真正的統治知識是法律的基礎，而它們在此

時做出的判斷是，修改法律是對法律的改進，而不是侵蝕了法律。248更確切地說，

如果人們只知道根據法律和習慣做事，但卻不知道在每次情況改變的時候根據事

物本質和專業知識做分析與檢討，則法律的基礎是非常不穩固的，且法律一旦根

基不穩固，倚賴法律治理的城邦終將被毀滅。249 

《政治家》的討論給我們的啟示是，第一，任何典章制度都是為了實現促進

或維護個人與群體利益的目標，而此目標之所以可能實現，奠基於典章制度根據

對事物本質和脈絡的不斷重新認識而制定與修改。第二，執行法律者的自私與無

知可能導致執法者恣意曲解法律，從而使法律應發揮的效果被破壞，人們對法律

的期待也落空，法律本身的特性也被破壞。因此，法律必須要具有被嚴格執行與

遵守的特性，以防止法律被人的自私無知的本性危害。但這不是說，為了防止法

律被破壞，法律的嚴格普遍性就必須在所有情況下都凌駕對法律的質疑。當法律

的內容確實在某些情況中出現問題時，真正專業的考量可以凌駕法律的嚴格普遍

性。 

第三，《政治家》的討論是以辯證的方式進行的，先將法律的嚴格普遍性推

到極端，以此為唯一定理（基礎主義式的推理），看看會有什麼困難，此時我們

                                                      
246  Id. at 300a-c. 
247  Id. at 300b-d. 
248  Id. at 300d-301a. 
249  Id. at 301e-3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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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法律所奠基的專業才是最根本的；再將執行專業與法律的人的判斷推到極

端，以此為唯一定理（基礎主義式的推理），看看會有什麼困難。當法律的嚴格

普遍性推到極端，此時我們發現，法律的嚴格普遍性是防止人的自私與無知本性

的安全閥；再將法律的嚴格普遍性推到極端，以此為唯一定理（基礎主義式的推

理），看看會有什麼困難，而此時我們發現，專業是法律在所有情況中的必要條

件，但嚴格普遍性是法律在一般通常情況下的必要條件，因此，嚴格普遍性並不

永遠凌駕於專業判斷。顯然，辯證式，而非基礎主義式的討論有助於釐清問題。 

接著讓我們看看 

接著讓我們回到現代的例子，簡述一個小斷代的美國法學思想發展，由此我

們可以具體瞭解美國的基礎主義法學和制定法解釋論爭的關聯。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美國的法學主流思想是是「法律統治」和「共同法

形式主義（common law formalism）。19 世紀的法律統治主張，在法律統治概念

下的政府的根本義務是，保護個人的自然權利（特別是法定的個人權益），使之

不受其他私人或國家侵害。而在法律統治概念下的政府實現這個根本義務的方式

是，以由先例和規則組成、直接或演繹地推論出結論的共同法，創造出私人秩序

與義務的體系規則。例如，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有不少勞工案件（labor cases），

當時聯邦最高法院的主流政治與法學思想是法律統治與共同法形式主義，因此在

當時是否准許勞工運動與保護勞工的立法是否違憲的案件中，聯邦最高法院時常

主張，作為解釋法律的機關應該做出保障法定權利的解釋。而聯邦最高法院承認

的法定權利是契約自由的權利與相關先例，因而不斷肯定勞工運動的禁制令或做

出保護勞工立法違憲而無效的解釋。 

但大法官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所持的政治與法學思想和聯邦最高法院

的主流想法不同，若與當時強調由某種憲法規定的權利直接演繹結論的形式主義

相較，則 Holmes 的思想可說是一種綜合考量所有因素的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

或實用主義（pragmatism）。對 Holmes 而言，法律是社會發展和努力下的產物，

它們不是一組與政治無關的、中立的規則。Holmes 認為，勞工案件往往牽涉二

個法定權利的衝突，即締約自由與競爭自由，聯邦最高法院應該做的是，在這個

法定權利的衝突中以政策平衡考量做出解釋，對 Holmes 而言，在誠懇的政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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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考量下，勞工活動只要不出於惡意且不使用暴力，都應該被允許。 

但聯邦最高法院實際上做的是，主張自身採用一種政治中立的解釋方法，認

可締約自由權、否定競爭自由權，且同時，隱沒了這二種權利的衝突。如果權利

的衝突確實存在，那麼聯邦最高法院承認某一種權利並壓抑另一種權利，它也是

在做政策平衡考量，但卻主張自身沒有做政策平衡考量，只是將具權威性的先例

視為數理普遍定理（general axioms）且演繹地導出結論，從而中立地實現了自身

機關的根本義務。Holmes 批評，這種中立演繹推論是假的，且掩蓋了 SCOTUS

實際上做的偏頗的政策平衡考量。 

Holmes 曾在 The Path of the Law 中這樣批評當時的形式主義， 

（形式主義所宣稱的）邏輯方法和形式過份誇大了對確定性的渴

望與人類心靈對安定性的渴望。然而，確定性根本上是幻覺，而安

定性不是人類的命運。在邏輯形式背後，隱藏著對於相對價值及相

競爭的立法理由的重要性的判斷。雖然這些判斷通常是未經統整

的、無意識的，但它確實存在，且是法院考量過程的根基和骨幹。
250 

Holmes 的效益主義和實用主義法學，以及他對以確定性、客觀性為師的形

式主義法學的駁斥，影響並鼓舞了當時許多正在萌芽的法學思潮，如我們現在熟

知的法律實在論（legal realism）、管制制度理論（theories of regulatory institutions）

或行政國家理論（theory of administrative state）。251這二段說明顯示，雖然制定法

解釋的復興是最近 30 年的事，但剛性文本主義的客觀文義演繹、法官政治中立、

排除所有非形式主義因素等原則，並不是新的事物。也就是說，強調推論必須從

具確定性的客觀基礎開始進行以保證推論結果的客觀有效性的基礎主義，不是新

的事物。基礎主義從古希臘開始，甚至更早以前就存在，一直到現在。 

 回到我們的主題，當代制定法論爭。強硬立法目的主義高舉維護民主原則的

旗幟，將解釋法律的職責轉換為維護多數選民的意志，並以立法者原意或目的為

                                                      
250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The Path of the Law, Collected Legal Papers 167, 181 (1920). 
251  William N. Eskridge, Jr. and Philip P. Frickey,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LEGAL PROCESS, THE LEGAL PROCESS: BASIC PROBLEMS IN THE MAKING AND APPLICATION OF 

LAW li, liv-lxii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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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推論的唯一正當的基礎，試圖以演繹的方式將多數選民的意志所代表的民主

正當性保存到他們的結論中。在這樣的思維下，理應承載立法者原意或目的，並

隨著社會與法律發展而穩定變化的法律文本意義，成為可被排除的次要推論前提。

然而，這個主張一方面預設一種素樸的實在論，即立法者原意是可以被如其所是

地（as what it is）「發現」的，另方面預設立法者原意或目的可以含括以概括語詞

適應時代發展的法律基本特性，或者適應時代發展的法律基本特性根本不需要兼

顧，因為那是立法者的工作。也就是說，若強硬立法目的主義要能實現它的目標，

則至少，它必須同時滿足以上二個預設。 

但 80 年代開始，由公共選擇理論、法律實在論、文本主義所發動的實在論

和權力分立批判顯示了強硬立法目的主義的以上二個預設都無法成立。因為立法

者原意可以被考古一般地如實發現的素樸實在論，根本不存在；而這個素樸實在

論本身蘊含著對概括語詞隨著理解者的理解脈絡變化的拒斥；最後，它預設一個

全能的國會，但這根本地違反行政國家與專家政治的現實。於是，強硬立法目的

主義成為剛性文本主義者眼中必須被打倒的對象，因為它容任解釋者以自身偏好

重構立法者原意、它成為了立法者、它違反了美國建國以來所信奉的保障人民不

受政府侵害的權力分立原則、它不僅無法促進民主，更妨害了民主。 

而剛性文本主義則高舉防止法官恣意濫權、保護權力分立的法治原則、促進

國會專業的民主原則的旗幟，一邊對強硬立法目的主義發動攻擊一邊建立自己的

法理學。對剛性文本主義而言，憲法的（概括）規定是具絕對確定性的，它規定

了政府體制、賦予政府機關權能與權責、限制政府機關侵害人民權益。而實現這

個目標的做法是，使立法機關只能制定法律、法院只能適用法律、行政機關只能

執行法律。為了保證上述目標與做法，或框架的實現，最重要是維護嚴格法律統

治，而嚴格的法律統治奠基於上述政府機關按照具確定性的客觀文義來實行它們

的權能。為此，剛性文本主義將具客觀確定性的法律明確文義視為法院論理的起

點，以能夠保存明確文義的辭典、法條體系結構來保證具客觀確定性的法律意義

保存到結論中。 

但 Chevron cases 在聯邦最高法院的發展顯示了，剛性文本主義並沒有如其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6 
 

所宣示的，維護了嚴格權力分立和嚴格的法律統治。因為根據剛性文本主義，嚴

格權力分立意謂著政府機關不會侵奪彼此的權能，但剛性文本主義者卻時常恣意

地使用他們的解釋判準，來達到與眾多具權威性的證據相反的解釋結果，結果是

剛性文本主義成為它所批評的強硬立法目的主義，因為它取代了立法者、行政機

關制定政策、填補政策細節、實現政策的角色。另方面，分析剛性文本主義者對

Chevron cases 的論理的結果也顯示，剛性文本主義並沒有一致地使用他的解釋判

準，甚至在行政機關根據剛性文本主義的原則而提供相應的明確文義與相關法律

的類比證據時，剛性文本主義視而不見。換言之，從經驗上看，剛性文本主義並

沒有按它所宣稱的去使用它的解釋判準，導致解釋判準不具備客觀性及穩定性。

結果是剛性文本主義根本無法按其所宣示地提供清楚的訊息給國會，使國會精進

自身的立法態度與技術。它所影響的不止是國會，還有下級聯邦法院，因為下級

聯邦法院在同類案件的論理受到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先例拘束，但聯邦最高法院

並未提供一致的先例和判準的使用。讓我再重述一次，結果是，剛性文本主義成

為它所批評的強硬立法目的主義，因為兩者沒有差別。 

正如 Eskridge 與 Frikey 所正確指出的，基礎主義的立法目的主義與基礎主

義的文本主義都宣稱以多數決的民主正當性為理論根基，並矢志維護它，但一旦

它們開始操作，它們都與民主正當性失去聯繫。並且，一旦深入分析它們的理論

前提與操作方式，就會發現它們的理論前提與操作方式，都充滿著它們所拒斥的

不確定性。252換言之，基礎主義一旦實行基礎主義，它就開始自我摧毀。 

為什麼基礎主義會有這樣的問題？事實上柏拉圖的對話錄提供給我們很好

的啟示，原因是，我們試圖由嚴格遵守已知可促進有益結果的知識來保證相同的

結果。但一旦我們以排除反省與裁量空間的嚴格遵守方式來保證相同結果，忽略

了「已知可促進有益結果的知識」原本也是在特定脈絡下產生的，則我們就不會

去時時檢視知識與已變化的脈絡之間的落差。這樣一來，不僅我們的基本態度是

                                                      
252  Eskridge and Philip P. Frickey, supra note 237, at 325 (“When we examine these assumptions, 

each anchoring idea loses its close link to majoritarian legitimacy. Moreover, upon close scrutiny 
the essential indeterminacy of the anchoring ideas becomes clear. Thus, legislative intent and 
purpose prove to be distressingly malleable, and even such "hard" evidence as statutory text turns 
out to be quite flex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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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著維護基本個人或群體利益的大旗而拒絕反省的，同時我們也排除了規則的彈

性與反思規則的空間。海德格說得好，事物的知識是在人不斷在既有的理解和人

與事物之間的互動中持續發展的，如果你認為你的觀念可以完全決定事物的本性，

而你也如此對待自然，以剝削的方式與之相處，那麼，自然會攻擊你。因為事物

的本性並不由你的觀念決定，你誤解了事物本質。253 

 

  

                                                      
253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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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法律的基本特性是會以概括語詞來盡可能涵蓋所欲規範的現象，而行政國家

與專家政治也倚賴概括語詞和授權而實現。因此，對概括語詞、不明確法律文義

的解釋就是法律實踐所固有的一個基本因素，或一個時常出現的需求與法律實踐。

在這個意義下，能否對不明確法律文義進行「適當」的解釋就至關重要。美國在

過去 30 年間，因為一些機緣，使法律解釋的學說熱烈發展。古老的問題被再次

提起，並在行政國家的框架下被賦予更多血肉。如果法律解釋是法律本身說出自

己—也就是法律實踐—的必要成分，那麼參與這場制定法解釋論爭，或說，法律

解釋文藝復興的法律人是否更有機會接近對古老的問題「法律的本質、法律的目

的、法律的意義」的深入理解？且保持它與現實生活和脈絡的緊密聯繫以及法學

的後續良性發展？ 

我不是那些參與上述復興的學者或法官，但或許我可以提供一個非常粗淺的

背景知識給有潛力繼續參與研究古老的法律問題—或更確切地說，永恆的法律問

題—的研究者們，讓她們能夠更快地掌握美國制定法解釋論證的背景，在有機會

時投入對它們的研究，並分享給國內的法學社群。這是本論文的出發點，我的寫

作「原意」。 

為了描繪美國制定法解釋論爭的現象和本質，本論文將核心問題設定為，當

法律的文義在解釋適用上有疑義—如過於模糊、概括、具歧義、導致荒謬結果、

與相關條文產生矛盾—時，應透過什麼方式釐清、限縮，甚至推翻文義？為了實

現提供背景知識的目標，我先討論國內二個極具爭議的解釋不明確文義的案例，

以突顯法律解釋所牽涉的要素和問題。前者引發了卡債兒風暴，後者引發了抗議

法官的白玫瑰運動。 

我一方面說明立法史能提供文義解釋線索，也就是立法史資料有助於釐清、

限縮概括文義，另方面也說明立法史資料的缺陷的存在會導致看似最適當的解釋

難以被證成。我由這二個例子指出，文義與立法史都是解釋不明確法律文義的資

源，但不論分別使用或混和使用，都會有一些對解釋的立論影響很大的問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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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她們的深入探討有其必要。我也由此說明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指出判決

發展史和概念發展史（或學說、理論發展史）的分析有助於呈現、釐清，甚至批

判理解立法目的主義、文本主義、本文核心問題。 

在第二章，我說明 1980 年代前期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解釋不明確法律文義

的主流方式為非強硬版本的，或柔性的立法目的主義；並且說明下級聯邦巡迴法

院和學術界如何批評立法史資料的可信賴性；接著我說明，1986 年加入聯邦最

高法院的 Scalia 大法官如何在前述批評的基礎上加入嚴格權力分立的命題，構作

出他的剛性文本主義，並驅使聯邦最高法院持續減少對立法目的主義的使用。 

在第三章，我進一步探討立法目的主義與文本主義的特點與關聯。我的做法

是加入美國行政法最常在聯邦法院被援引的案例 Chevron，並以此指出 1980 年

代末期，聯邦最高法院同意審理的 Chevron cases 開始增多時，立法目的主義與

文本主義是如何地互動，又呈現出什麼特點。我根據 Scalia 的主張和幾個會期的

統計資料指出，在 Chevron 先例與國家基本政策要求立法目的主義與文本主義通

力合作的前提下，剛性文本主義所導致的判決發展是，她本質上無法與其他解釋

方法合作，且限縮了國會對行政機關的廣泛授權。 

在第四章，我對以上分析的結果提出批判。首先我說明，文本主義對立法目

的主義的批評非常具有啟發性，她使得法院以經過選擇的立法史資料構作特定結

論的可能性受到抑制，並指出了文義的理解對實現法律目的的關鍵重要性。然而，

我也批評，以立法史考察容易被濫用、文義具有根本重要性為前提，無法推導出

立法史考察不能被使用的結論。而強硬文義解釋所預設的種種前提，都被證明並

未實現，且本身就是自我矛盾的。其次我說明，立法目的主義的法院是國會忠實

代理人的預設雖然不當，但不當之處在於，若她被認為具有用以演繹結論的定理

（axiom）的地位，則無異於開放出更多法院按自身偏好找出立法史證據的空間，

也弱化了法院與國會互補、相互制衡的功能。然而，剛性文本主義對忠實代理人

原則的排除，卻使嚴格權力分立原則成為另一種藉以演繹出結論的定理，它排除

所有立法史資料的考察、放大化文本主義在一般意義、文法規則、體系結構、解

釋基本原則中根據自身偏好構作出符合自身偏好的論證的空間。這個發展使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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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主義成為曾被自己批評的對象。猶有甚者，嚴格的權力分立還使國會以至國

家所認可的基本政策被抑制，這樣的法院有凌駕於其他國家機關之上，成為太上

國家機關的嫌疑。 

最後我說明，不論是強硬立法目的主義或剛性文本主義，都預設了「基礎主

義」（foundationalism）。基礎主義可以追溯到哲學家笛卡爾，笛卡爾以確定性為

知識的基礎，任何不具有確定性的知識，都不是知識。依此，能夠以定理演繹出

結論的知識，才是我們需要的。這種受自然科學方法影響的基礎主義思考方式持

續影響著人文社會科學與法學，美國新政時期前的聯邦最高法院就是基礎主義的

代表之一。我舉了二個例子來說明基礎主義法學，首先是哲學家柏拉圖對法律與

政治基礎主義的批判，其次是新政時期前的 Holmes 大法官與聯邦最高法院同儕

間的基礎主義與反基礎主義之爭。 

我繼而指出，我們必須要小心看待剛性版本的立法目的主義和文本主義。因

為當她們成為法律推論的主流時，會使我們誤解了法律以至法律解釋的獨特性格，

也會使法律統治原則、國家機關間的相互制衡與補充、法院在一般性事務上的謹

慎思量等特性一併被侵蝕、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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